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

中聯辦挺警依法清場
盼各界珍惜安定 齊心撐港府施政 理性務實商政改
CY

辦公室發言人昨日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警方完成對位於銅鑼灣的「佔
領」行動最後一塊「佔領區」的清場行動發表談話指出，堅決支持特區政府
和警方依法對「佔中」區域清場的行動，並希望香港社會各界珍惜來之不易
的安定局面，齊心協力支持梁振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理性務實
地處理政改問題。

該發言人表示，「佔領中環」違法行動持
續 70 多天，公然踐踏法治，嚴重破壞社

會秩序，損害居民切身利益，造成許多顯性
的和隱性的危害，激發民怨，引起共憤。不
容「佔中」繼續肆虐已成為香港社會的共同
願望和要求。

該發言人強調，嚴格依照香港基本法處理
包括普選制度在內的政改問題和嚴格依照香
港現行法律處置「佔中」違法運動，都是維
護香港法治的必然要求。讓違法者承擔相應
的法律責任，才能守衛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
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

讚警專業文明處置「佔中」
該發言人說，我們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和警
方依法對「佔中」區域清場的行動，祝賀清
場任務順利完成，並向兩個多月以來為反對
和遏制「佔中」做出有益工作的人士，特別
是恪盡職守、不辭辛苦、依法專業、文明地
處置「佔中」的警務人員表示由衷的敬意。

緊守崗位 克盡己職

待陰霾散盡重塑社會和諧
該發言人還表示，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倍加
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定局面，齊心協力支持梁
振英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理性務
實地處理政改問題，把握機遇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在「佔中」陰霾散盡後重塑香港的
■警方的「特別戰術小隊」昨於銅鑼灣清理「佔領區」。
社會和諧。

緝「佔」主謀 警 3 個月內完成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
警方昨日成功在最後一個「佔領
區」——銅鑼灣進行清場行動，為
期79天的「佔領」行動終可畫上句
號。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昨首次主持
「佔領」行動記者會，形容「佔
領」行動是「暴力的開始，和平的
終結」。而截至昨日共有 955 人因
涉「佔領」罪行被捕，另有75人向
警方自首，警方期望可在 3 個月內
完成調查，特別是將主導角色者緝
捕歸案。而警方亦會在未來一段日
子加強各區部署，讓市民可在聖誕
及新年歡度佳節。
曾偉雄昨日率領另外 4 名警務處
高層，包括副處長(管理)盧偉聰、
副處長(行動)黃志雄、行動處處長
劉業成和助理處長(行動)張德強，
主持「佔領」行動記者會。曾偉雄
表示，過去79天示威者非法集結、
非法堵塞主要通道的行為，嚴重破
壞了香港的社會秩序，也嚴重衝擊
了香港一直賴以成功的法治精神。
而警方昨日開通最後一段銅鑼灣被
堵塞的路段後，全面恢復本港正常
交通和社會秩序。而昨早的行動高
度透明，警方亦保持專業、克制。

一哥：暴力開始 和平終結
而截至昨日，共有 955 人因涉嫌
干犯與「佔領」事件有關的各種罪
行而被捕，另有75人向警方自首。
他指警方會全面和深入調查，不單
是個別事件，而是有關人等在整個
「佔領」事件上需要承擔的法律責
任。警方會盡快完成調查，目標是
3 個月內完成所有調查，將其他涉
案者，特別是扮演主導角色者緝捕
歸案。
曾偉雄形容，「佔領」行動是
「暴力的開始，和平的終結」，故
警方所作的「Solarpeak」(光明頂)
行動是否成功，市民「心中有
數」。他說，為避免大規模衝突和
出現流血事件，以及避免無辜學生

受到傷害，警方一直用十分容忍和
克制的方式來處理「佔領」事件，
但仍要在出現暴力行為或混亂情況
時使用最低武力。

重申催淚煙防衝擊有必要
他明白有市民會對 9 月 28 日施放
催淚煙持不同意見，但重申當日大
批示威者暴力衝擊警方防線，為避
免造成嚴重傷害，才使用催淚煙。
而催淚煙亦成功制止衝擊行為，保
持安全距離，並有助減少警員和示
威者的傷亡程度。他重申施放催淚
「佔領」
行動記者會。
劉國權 攝
煙是有必要，亦達到警方預期的效 ■曾偉雄（中）昨首次主持
果。
他強調，警隊有嚴謹的武力使用
守則，使用武力只為達到合法的目
他形容，今次行動的難度及複雜性是前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過去 2
的，而當達到合法目的後，便會立
個多月以來，警方動用大量警力應對 未有的，當中時間之長、示威人數之多、示
即停止使用武力。他亦指出，如果
「佔領」行動，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承認 威組織的動員能力、示威的方式、所用的手
在場人士聽從警方勸喻及指示離
警隊人手非常緊張，很多警員需要被抽 法及激烈程度都是未能一一預見的。而在整
開，沒有作出違法行為，沒有對抗
調，工時亦相當長，令他們身心俱疲。 個行動中，共有130名警務人員受傷，另外
或衝擊警方，警方根本是不需要使
他對警員緊守崗位表示感激。「佔領」 有221名示威人士需經警方安排接受治療。
用武力。
行動以來共有130名警務人員受傷，而本 他指，警方不願見到有示威者或警務人員受
強調中立執法無考慮政治
月 11 日晚在行動期間昏迷的警長，至今 傷，而警員受傷的數字亦清楚反映他們執行
任務時所面對的危險和暴力。
仍在深切治療室留醫，情況仍然危殆。
對於有指香港警隊已成為「政治
曾偉雄昨日在記者會上，感謝警員在這困
工具」，曾偉雄表明警隊作為執法
昏迷警長仍危殆
難時期緊守崗位，以忍辱負重、百折不撓的
部門，遇到違法行動便要採取執法
精神完成維護法紀、保障公共安全、維持公
曾偉雄又指，在本月 11 日晚上參與開
措施，警隊工作亦要保持政治中
共秩序的使命。他承認過去2個多月來，警 路行動時感到不適的警長，現在仍然昏
立。警方執法亦是根據香港法例，
隊人手確是非常緊張，很多警員需被抽調， 迷，在深切治療室接受治療，情況仍然
政治並非考慮因素，近期清場工作
工時亦相當長，令他們身心俱疲。
危殆，希望他可早日康復。
亦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本月到澳門出
席活動無關。
而警方在行動後，在內部會總結
經驗，檢視當中成功和「無咁成
功」的行動，以致日後一旦發生類
「佔中」清場中，警方行 仔」警員以溫柔眼神配以柔情聲線，力勸
似情況，可有更好的處理。
動屢被外界批評過於強硬， 示威者盡早離場。
至於是否擔心未來會有第二波、
該警員在路障被清後站於高台上表
雖然警方承認過程中曾使用
第三波「佔領」行動，曾偉雄指市
示，「你哋依家睇到啦，依家係差你哋
最低武力，但亦表明如情況
民要思考社會應否再出現「佔
許可絕不希望動武。昨日最後一個位於銅 咋」，希望示威者不再作無謂反抗。其
領」，讓社會秩序續受破壞，法治
鑼灣的「佔領區」被清場，警方在清場前 後更指「你哋合作就可以走，條路係大
再受衝擊。警方不願再見到類似違
繼續呼籲示威人士離去。但今次警方再沒 家嘅」，惟示威者不為所動，警方才決
法行為再次出現，並會盡一切努力
有使用「命令」或「要求」等強硬字眼， 定作出拘捕行動。
防止這些事件再發生，但最終仍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反而「動之以情，說之以理」，派出「靚
乎市民是否願意守法。

警力緊 感激同袍緊守崗位

「電眼靚聲」柔情勸撤離

市民樂見電車巴士恢復正常服務

■蕭先生認為警方成功 ■ 王 先 生 表 示 ， 「 佔
清場是好事，能夠方便 領」期間幸好港鐵服務
市民出入。 莫雪芝 攝 未受影響。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警方昨日成功清理銅
鑼灣道路上的障礙物，被堵塞達70多天的怡和街東行
線和電車路終可開通。中斷多時的電車服務於昨日下
午隨即恢復，新巴城巴所有路線已恢復正常行車，而
九巴除有2條過海隧道需作臨時路線改動外，其餘巴士
線已恢復行走原有路線。市民指「佔領」行動期間，
對上下班、出行均構成不便，樂見交通終可恢復正常。

電車路被分割阻維修

「佔領」行動以來，「佔領者」一度全面癱瘓銅
鑼灣鬧市一帶的交通，至 10 月中警方成功開通怡和
街西行線，令當區交通稍為紓緩，東行線和電車路
過往 70 多天以來一直被堵塞，電車服務首當其衝。
「佔領」行動以來，由於怡和街的電車路段遭到堵
塞，港島東西兩面的電車服務被分割，不但對乘客
造成不便，亦嚴重影響電車維修工作。
隨着警方昨日成功清除銅鑼灣怡和街的障礙物，
有關電車路段得以重開，電車公司已即時派員前往
為路軌作安全檢查，以及清理怡和街電車站，並於
下午 1 時 15 分重新恢復所有電車服務。而早前推出
的臨時措施，包括往返維多利亞公園和百德新街站
的免費電車試行計劃，以及東、西行電車路段的免
費電車轉乘服務乘車券，亦即時取消。

九巴僅兩路線續改道
新巴城巴前日仍有 50 條日間路線和 14 條通宵路
線需改道行駛，隨着所有道路重開，兩巴所有路
線已恢復正常行車路線。而九巴在銅鑼灣清場前
有 21 條過海隧道線有臨時路線改動，至昨午清場
後只有過海隧道路線 960X 及 968X 往香港方向改
道行駛，九巴其他巴士線已恢復行走原有路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隨着旺角、銅
鑼灣及金鐘「佔領區」
完成清場，「佔領」行
動正式宣告結束，特區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晚發
表聲明，公開感謝特區
政府各部門人員妥善應
對「佔領」行動。

感謝各部門妥善應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15 日報道，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

而今日凌晨起所有通宵路線亦恢復行走原有路
線。
鄧先生昨日見證首班電車由跑馬地重返銅鑼灣。
他表示，「佔領」以來跑馬地交通都變得十分麻
煩，昨日是他 70 多天來第一次搭電車至銅鑼灣，交
通更為方便。
新加坡旅客王先生來港已有一星期，昨日在銅鑼
灣首次乘搭電車。他表示，「佔領者」堵塞馬路，
巴士都需要改道，過來時的確有點麻煩，但幸好港
鐵服務未受影響，尚算方便。
黃先生表示，「佔領者」堵塞道路，巴士路線被
迫改道，他前幾天要在維多地利亞公園先行下車，
再步行至崇光百貨附近，令他感到很氣憤。現時道
路成功開通，他搭巴士也方便得多。

「佔領」害市民捱貴車
蕭先生形容警方成功清場是好事，能夠方便市民
出入。他表示，每天上班都要來往灣仔和銅鑼灣，
由於港鐵票價較貴，他通常都搭電車。他指，「佔
領」行動以來，他為省錢只好徒步穿梭兩區，來回
都要花近一小時，用膳時間也被迫縮減。
他指，示威者即使進行抗議行動，也不應用民生
作籌碼去進行堵路，而「佔領」行動影響商戶和運
輸業界經營，認為警方早應進行清場，以方便市民
上班、上學。

梁振英在昨晚的聲明中
表示，過去兩個多月，警
察、消防、醫護、食環、
運輸及其他政府人員緊守
崗位，任勞任怨，承受極
大工作壓力為市民服務，
將「佔領」行動造成的不
便減至最低。各部門同事
均克盡己職，全心全意服
務香港市民，他對此表示
衷心感謝。

莫雪芝 攝

警民關係需建基於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佔領」行動以來，警員
一直站在最前線執法，警方的一舉一動也成為焦點。警務
處處長曾偉雄表示，明白公眾人士對警方處理非法「佔
領」事件的手法有不同意見，投訴警察課截至昨日共接獲
1,972 名投訴人作出投訴，涉及 106 宗須匯報的投訴個案，
承諾會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地處理。他又表示，警方
一直重視警民關係，但必需建基於對法律的尊重，才能提
升警民關係，改善現時的情況。
曾偉雄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十分感謝市民對警隊的支
持和信任，給予充分時間來處理今次危機。他明白公眾人
士對警方處理非法「佔領」事件的手法有不同意見。警方
既收到不少公眾人士的投訴，也收到不少公眾人士的嘉
許。他們會繼續不偏不倚，依法履行職責。

逾九成投訴非受影響者
而截至昨早，投訴警察課共接獲 1,972 名投訴人作出投
訴，涉及 106 宗須匯報的投訴個案，指控大部分為「疏忽
職守」或「濫用職權」。而在這 1 千多名投訴人中，約
7%，即 137 人是當事人或直接受影響的人士，其餘逾 90%
是看到電視、報章或網上資訊等後作出投訴。
曾偉雄承諾，投訴警察課會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地
調查及處理有關投訴。投訴警察課已成立 3 支特別調查
隊，專責處理這些投訴，並定期每月向監警會「嚴重投訴
委員會」匯報調查進度，並會根據法定要求呈交調查報
告，調查過程中亦會有監警會觀察員參與觀察。

偏頗言論左右市民判斷
但他提到，市民有時會受到偏頗的言論影響，例如警方
要採取執法措施處理違法行為時，有言論會說成「警方打
壓」；使用武力去處理暴力行為時則被說成「濫用武
力」。他指有關言論對雙方都不公道，市民應留意。
至於「佔領」行動展開後，有民調指警隊民望跌至歷來
新低，曾偉雄指警方一直重視警民關係，而良好的警民關
係可促進警民合作，對香港治安有好處。但他指出，警民
關係和合作必需建基於對法律的尊重，「市民相信警方依
法辦事，警方亦相信市民奉公守法。」而警方願與各方合
作提升警民關係，改善現時面對的情況。

監警人權組織讚透明專業

■張達明稱讚警方行動專業。

文森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方昨日在銅鑼灣順利清
場，多名以個人身份到場觀察的監警會成員，均認為清場
過程順利，警方表現專業，安排合適。
監警會 4 名成員，包括鄭承隆、陳建強、劉文敏及張達
明，昨自發以個人身份到銅鑼灣了解清場情況。鄭承隆表
示，他是次到場主要繼續視察警方在清場過程中，是否有
按既定程序行事及有否使用過度武力。據他觀察所見，現
場情況平靜。他稍後會在監警會提出討論清場事宜。張達
明在清場後期也指，警方在是次清場行動中表現專業，也
是預期之內，因警方已有過多次清場經驗，過程中沒有太
大衝擊。
另外，最近數次清場行動中，都有為數不少，身穿橙色
汗衣的「人權監察」組織成員，手持相機拍攝清場情況。
昨日，該組織成員在銅鑼灣現場指，警方是次的行動充分
表現出透明度及克制，其間亦沒有使用過度武力。

更正啟事

本報 2014 年 10 月 9 日頭版和 A2 版上錯將施德銓先生的
相片標記為其他人士，特此更正並向施先生表示歉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