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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鐘」3路段 高院頒禁令
官強調無政治考慮 指「公民抗命」示威自由非拒令理由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鄭 治
祖 ） 「 雙
學」日前發
動包圍政府
總部行動，
最終被警方
嚴密部署破

解。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昨日承認，
今次升級行動失敗，未能達致癱瘓
政總目的。為挽劣勢，「學民思
潮」召集人黃之鋒昨晚宣布即日聯
同兩名成員無限期絕食，直至政府
回應政改訴求。然而，據悉今次行
動已令「雙學」與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分歧加深。
「雙學」昨日向傳媒交代今次事

件。周永康表示，整體來說，包圍
政總行動失敗，某些「據點」很快
被警方清理，並未完全達致癱瘓政
總目的。他辯稱行動有不足，向期
間受傷的參與者致歉。
對於有示威者批評「雙學」在衝

擊時「失蹤」，周永康續死撐，稱
當中涉及分工問題，學聯已派成員
到前線。他又謂，學生並非「佔
領」行動的唯一煽動者，很多市民
是自發參與，學生僅是協調角色，
未來數天會與其他示威者商討下一
步行動，否認行動失控。
「佔總」行動失敗後，黃之鋒仍

死心不息，昨晚宣布即日與就讀中
六的17歲女生黃子悅及18歲大學
一年級女生盧彥惠，展開無限期絕
食行動。他聲言，不是要靠絕食挽
回人心，只是自己在旺角清障行動
中被捕，涉及法律訴訟，不能參與
升級行動，只能「獻出身體」。
據了解，大部分反對派議員不認

同今次行動，與「雙學」存在分
歧。周永康死撐謂，不同團體對升
級行動有不同理解，惟分歧未足以
造成分裂，民意升跌不會影響學生
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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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冠忠巴士集團屬下冠忠遊覽車與跨境全

日通兩間公司同時入稟申請臨時禁制令，要求清除金鐘「佔領」區的

障礙物，高等法院昨午頒下判詞，接納跨境全日通的要求，對金鐘

「佔領」區內3個路段頒發臨時禁制令，但要在本周四下午前向法庭

提交詳細路段的資料。法官又強調，他沒有政治考慮，而「公民抗

命」及示威自由並非拒絕頒布禁制令的充分理由。至於被法院駁回申

請的冠忠遊覽車則會與律師研究判詞再決定是否上訴。

學民和學聯前晚號召圍堵政總、癱瘓政

府，導致示威者暴力行動升級，有便衣警員

遭暴徒圍毆至昏迷。佔領行動引發的暴力衝

突變本加厲，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毆打警員，

反映示威者破壞法治近乎瘋狂，佔領行動亦

瀕臨失控邊緣。廣大市民已對非法及充滿暴

力的佔領行動忍無可忍，警方必須採取強硬

措施制止暴力騷亂，絕不能放過任何企圖顛

覆法治、癱瘓政府的搞事者。雙學及反對派

綑綁煽動示威者，對暴力衝擊火上加油，必

須受到嚴厲譴責！

佔領行動開到荼靡，但是雙學漠視民意，

將行動升級，刻意引發更嚴重的流血衝突。

在雙學的煽動下，激進示威者帶同夾雜木板

及鐵釘的自製盾牌衝擊警方防線，向警方投

擲汽水罐、胡椒粉，噴灑滅火劑，無所不用

其極，導致多名警員受傷。更離譜的是，在

金鐘海富中心，有多名便衣警員被一群喪心

病狂的示威者包圍襲擊，一名警員被打致昏

迷。幸虧有大批警員及時增援將被毆警員救

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世界各國均視襲警為嚴重罪行，判刑會從

重處罰。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曾指出，本港自

07年以來，示威者襲警個案都是引用刑罰較

重的《侵害人身罪條例》，最重判監兩年，

不設緩刑。昨日佔領行動示威者大庭廣眾圍

毆警察，完全是無法無天的暴徒行徑，其破

壞法治之囂張令人震驚氣憤，連美國《紐約

時報》報道此則新聞時也看不過眼，直斥是

「集會的醜陋景象」。

佔領行動爆發已兩個多月，特區政府和警

方對示威者採取克制忍讓的態度，主要是出

於保護學生的考慮，不希望學生因被捕、留

有案底而影響前途，更不希望學生流血受

傷。可惜的是，作為佔領行動搞手的學生頭

頭，非但未能感受政府和警方的良苦用心，

反而視警方的克制是軟弱，一而再、再而三

地煽動示威者升級暴力對抗，不僅再次圍

堵政府總部，更喪失理性地毆打警員，實

在令人髮指。示威者包圍政總是一場有組

織、有預謀的暴力騷亂。梁振英氣憤地說：

「是可忍，孰不可忍」！香港面臨失控的風

險越來越高，市民要求警方清場的呼聲越來

越高。政府和警方是時候採取更果斷措施，

絕不能讓佔領行動升級，讓癱瘓政府的圖謀

得逞。

譴責毆打警員 嚴懲衝擊暴徒
高等法院昨日接納一間巴士公司的申請，就

金鐘「佔領區」包括一段夏慤道及干諾道中頒

佈臨時禁制令，由執達主任執行，警方獲授權

協助。金鐘禁制令是法院根據法律作出的裁

決，體現法治精神，非法集結人士須停止「佔

領」行動，和平有秩序地離開。必須看到的

是，金鐘是違法「佔領」的行動的「主場」，

激進分子對「清障」的對抗會更激烈，警方應

作出全面部署，加強執法力度，防範暴力衝

擊，並有效制止激進分子再佔領。

旺角成功「清障」，「佔領區」路段全線

恢復通車，但激進分子以游擊方式轉向周圍

街道聚集，連續數天與警方在油尖旺一帶打

「巷戰」。有激進分子每天都到旺角街道聚

集，以購物之名行「佔領」之實，與警方打

消耗戰。金鐘是違法「佔領」行動的「主

場」，「清障」必定遇到更大阻力和更多的

對抗花樣，警方應增強執法信心和力度，在

人手和裝備上做足準備，如果遇上抗拒執法

的行為，須採取必要武力，對暴力衝擊者，

要立即拘捕帶走。對激進分子以游擊方式轉

向周圍街道開闢新「佔領區」，警員應在金

鐘內街各個路口駐守，防止「佔領」者聚

集。對戴有口罩及護眼罩等可疑人士，要加

強截查並命令離開。法庭對警方拘捕的暴力

衝擊者特別是組織者，應依法懲處，壓制暴

力升級蔓延。

雖然金鐘臨時禁制令覆蓋的範圍只是部分

被堵塞的路段，包括愛丁堡廣場對開一段干

諾道中，以及愛丁堡廣場轉入金鐘道的一段

夏慤道和紅棉路，至於海富中心對開的一段

夏慤道和干諾道中並不包括在內，但是，警

方可以根據法例在全港執法，不存在超越禁

制令範圍執法的問題，警方加強執法強度和

範圍，可使金鐘「清障」行動取得較旺角更

好的效果。

警方協助執達主任執行禁制令，如果能夠

徹底結束非法「佔領」行動，當然是一種較

好的解決問題的方式。但是，如果這種方式

不能徹底結束非法「佔領」行動，清場就是

必然的選擇。非法「佔領」行動已逾兩個

月，這是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政府和市民都絕

對不能容忍的。強大民意已清晰表達要求盡

快清場，特區政府和警方是時候順應民意，

果斷清場，彰顯法治公義，恢復香港正常秩

序。

金鐘清障應加強執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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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旺角「佔領」區被
清場後，多晚來仍有大批示威者以「鳩嗚（購
物）」為名到旺角滋事，並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
多人受傷及被捕。4名男子於上周五及上周六「鳩
嗚」期間被捕，昨被帶到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年
齡最輕的被告只有16歲，涉嫌身上藏有一把15厘米
長的摺刀，被警方以藏有攻擊性武器罪拘捕。各人
獲准以現金保釋，承諾不踏入指定旺角區域，下年
1月到裁判法院再訊。

16歲學生身上藏摺刀拋垃圾桶
日前警方在深夜時段，於旺角「鳩嗚（購物）」活
動期間拘捕陳姓被告（16歲，學生）、雲維泰（28
歲，電訊工程技術員）、何柏熙（17歲，學生）及
戴奇（18歲，學生），其中陳姓被控兩項罪行，即
藏有攻擊性武器及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詳
情指他於11月29日，在旺角亞皆老街及洗衣街交界
藏有一把摺刀，及涉在亞皆老街及染布房街拋垃圾桶
出馬路。其餘3名被告則分別被控於11月28及29
日，涉在旺角麥花臣遊樂場外及花園街襲擊警司區永
樑和2名警員劉錦榮及黃永光。控方稱警方於旺角進
行人潮管制時，拘捕被告戴奇及陳姓男學生。
控方申請押後案件至明年，等候警方進一步調查

及徵詢法律意見，亦不反對4名被告保釋外出，但
要求他們不得踏入旺角花園街、登打士街、上海街
及旺角道以內範圍。辯方代表律師不反對保釋條
件。裁判官羅德泉批准各人保釋，並押後至下年1
月21日再訊。
另外，於執行旺角禁制令期間被捕的學聯副秘書
長岑敖暉、網台主持「快必」譚得志及另外2人雖
獲保釋，但保釋條件限制其不得踏入旺角上海街、
登打士街、花園街及旺角道形成的長方形地帶。4
人指裁判官頒下的禁制範圍過大，昨到高等法院申
請更改保釋條件，案件今天會有裁決。4名申請人
分別是岑敖暉、譚得志、任職大學錄音師的張家恆
及售貨員盧彥均，前3人分別被控妨礙公職人員，
盧則被控襲警。

臨時禁制令的內容指，「佔領」者不
得「佔領」愛丁堡廣場對開一段干

諾道中東行線、愛丁堡廣場與紅棉路之間
的夏慤道東行線、夏慤道東行線與金鐘之
間的紅棉路南行線，至於海富中心對開的
一段夏慤道和干諾道中並不包括在內。而
禁制令會由執達主任執行，警方獲授權協
助。

月蝕69萬 公司聲譽或受損
法官區慶祥在判詞指出，跨境全日通的
灣仔至皇崗跨境巴士受「佔領」行動影
響，每程行車時間延誤10分鐘至20分
鐘，1個月的損失69萬元，對公司聲譽亦
可能構成損失，所以有需要頒發臨時禁制
令，以便等候永久禁制令的聆訊。法官又
強調，只會依據法律去判案，不作政治考
慮，「公民抗命」及示威自由並非拒絕頒

布禁制令的好理由，而且法庭的命令是需
要遵守，不可以因為沒有人會遵守便不作
出頒令。
冠忠巴士集團有限公司主席黃良柏在庭

外指，由於法官認為有關跨境全日通申請
禁制令的路段不夠清晰，故需於本周四下
午2時半前向法庭交代詳細路段資料，包
括燈柱號碼等，法官會再決定禁制令的詳
情；黃良柏表示，會盡快提交資料。他又
稱，暫時未決定何時執行有關禁制令，而
屆時有需要的話，將會要求執達吏及警方
協助清場行動。

黃良柏：繞路行浪費時間金錢
黃良柏表示，跨境全日通轄下24小時

來往灣仔至黃崗口岸的穿梭巴士由9月
26日開始，經濟損失清楚可見，每天至
少損失25%的生意。他認為，堵路令其

他人要被迫繞路而行，浪費時間帶來的
損失大於金錢上的損失。
黃良柏稱，運輸業界明白學生的訴求

及他們有崇高的理想，但冠忠的法律行
動是代表7,000部非專營巴士，希望學生
可以還路於民，「將道路還給的士、小
巴及廣大的市民。」他又指，早前旺角
清場後仍有很多問題衍生出來，他希望
政府及警方有更好的方法解決問題。

冠忠遊覽車申請被駁回
至於被法院駁回申請的冠忠遊覽車，黃

良柏稱，法官指冠忠遊覽車要求的賠償金

額低，未能證明是特定、實質和直接的損
失，對乘客與司機的影響可能更大，所以
駁回。黃良柏又指，會與律師研究判詞再
決定是否上訴。
對禁制令申請提出抗辯的「長洲覆核

王」郭卓堅指，對法庭的判決感到失望，
又表明會在今日提出上訴，因為香港基本
法賦予香港人有遊行集會示威的自由。
另外，香港公民行動主席兼中西區區

議員陳財喜指，夏慤道是港島區的大動
脈，「佔領」行動切斷這條大動脈，令
交通非常擠塞，要求執達吏及警方依法
執法。

■運輸業界要求還路於民。 文森攝

本報昨日引述香港環境保護協會消息，揭發
「佔領」區內的不明物資總值達4億元，不少
被浪費棄置。該會主席樊熙泰稱，會內有專人
每日在「佔領」區各個物資站目測點算物資，
惟浪費物資在「佔領」中後期愈見明顯，包括
有大量全新的退熱貼未用即棄，向在場者提醒

後，情況已略有改善，例如金鐘「佔領」區上月的物
資總值已下降至1.5億元，但垃圾及回收處理有問題
令「佔領」區環境欠佳。
樊熙泰指，曾見過在位處「佔領」區的示威者在

帳篷內「打邊爐」，本報記者隨他到達帳篷位置視
察，發現該帳篷的用戶將雜物隨地擺放，有一名男
子在為帳篷內的範圍進行清潔，但帳篷外有一個
「打邊爐」用的不銹鋼鍋，及有垃圾堆在外圍，不

過不見有煮食用爐。樊熙泰表示已經多次見過對方
「打邊爐」，但無法用相片指證，「一走埋去影
相，就會俾人問『你影咩呀？』」他表示，曾見過
不少「佔領」者進食後將有湯的廚餘倒進坑渠，雖
然有進行基本清潔，如掃地，但從不會使用1比49
稀釋漂白水等去污和去菌力強的清潔方法，會容易
引發衛生問題。

指「雙學」有責撤退時處理物資
他對於場內的衛生環境尤為關注，「有人將廚餘

裝入樽，聲稱可以有環保用途。」但從他的觀察所
見，「佔領」者卻將廚餘綑在帳篷四角以防被風吹
翻帳篷。他認為，現場的物資過剩是「佔領」者最
急切處理的問題，「現在有幾多個物資站、有幾多

物資，大家只係靠估！」樊認為「雙學」既然是
「佔領」的帶頭人，應該與「佔領」者討論退場時
如何處理大量物資，促請他們認真考慮撤退物資的
機制。 ■記者 文森

■樊熙泰 文森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8區區議會正副主
席昨日向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發表聯署公開信，表達全
力支持警隊維護法紀，並讚揚前線警務人員處理「佔
領」事件態度專業，克盡己職，有效捍衛法治核心價
值。聯署信又表達了警方盡快恢復金鐘和銅鑼灣「佔
領」區社會秩序的共同願望。
就香港警方處理因「佔中」事件而引發的連串混
亂情況和公共安全秩序問題，18區區議會正副主席
曾於10月4日發信讚揚警方表現，今次再次聯署致函
警方，全面肯定警方在過去兩個多月的努力。聯署信
副本並交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和民
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等特區政府主要官員。
聯署信提到，法治是香港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

警方作為執法隊伍，在「佔中」事件中一直捍衛法
治，一方面以果斷行動防止暴力行為和混亂情況，一
方面以高度容忍態度處理非法「佔領」行動，盡量避
免市民受傷。聯署信特別感謝警方全力協助執達主任
執行法庭禁制令，恢復及維持旺角一帶交通和秩序，
並令當區商戶及居民回復正常商業活動和生活。過程
中雖面對不少困難，警方仍能果斷控制情況，凸顯警
員專業和維持公共秩序的能力。
聯署信續指，警方在執法過程中表現專業，前線
人員克盡己職，有目共睹。18區區議會正副主席支
持警方盡快恢復金鐘和銅鑼灣非法「佔領」區的交通
和秩序，令廣大市民回復正常生活，使香港繼續成為
世界上最安全和穩定的城市之一。

18區會正副主席聯署挺警

「佔」區亂棄廚餘 退熱貼未用已扔
「
佔
」
禍
大
嘥

■黃之鋒 劉國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