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國良接任副處長
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根據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提名和建議，國務院昨日決
定，任命盧偉聰為警務處處長，免去曾偉雄的警務處
處長職務。盧偉聰昨日起出任新職；曾偉雄在服務警
隊37年後，於同日開始退休前休假。特區政府並宣
布，原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周國良，於昨日接替盧偉
聰出任警務處副處長。

保頭腦清醒 6時起床不吃早餐
首次以處長身份會見傳媒的盧偉聰，昨日未見緊
張。他笑言，自己早在清晨6時起床，沒有吃早餐，為
的就是保持頭腦清醒。自己對剛獲委任感榮幸，將一
如歷任警務處處長一樣，本着為市民大眾的福祉，以
精益求精的態度，克盡己任，盡忠職守。
他強調，法治是香港成功基石，希望社會各界繼續

支持警隊撲滅罪行，警方並會與國內外的執法隊伍，
建立緊密的夥伴關係。過去4年本港治安良好，多得曾
偉雄的帶領，他自己上場後的重要任務之一，是引領
警方持續健康發展，另外會在科技罪案及反恐方面加
強訓練、裝備及聯繫，不能對有關罪案掉以輕心。

重視團隊 有信心護港安全穩定
盧偉聰表示，他個人重視團隊精神，實事求是，着

重溝通，在強大管理團隊，優質、專業、優秀的同事
協助下，他有信心帶領警隊維護香港保持安全穩定，

並希望上任後加強與市民溝通，因為現時很多時市民
對警隊工作有誤解。
他解釋，警方只想保護市民生命財產，執法是政治

中立、公平公正、不偏不倚。盧偉聰說，見到前線警
員工作時實在太辛苦，會多向市民解釋警方的決定和
行動的原因，希望市民多體諒，了解難處，希望日後
做到警民一家。

尊重疑犯權利 勿因小錯「放過」
有傳媒記者在採訪時遇襲，是新「一哥」需要面對

的難題之一。盧偉聰指，無綫記者遇襲案方面，警方
已接獲律政司意見，會再作調查；而港台案，也有發
現新證據，會再作跟進。
他強調，警方重視採訪自由，記者及公眾人士安全

都是警方行動中的首要考慮，希望市民放心。但昨日
有報道指，警方准許疑犯在認人過程中戴上浴帽、口
罩，被質疑偏袒疑犯，盧偉聰回應稱，警方要尊重疑
犯的權利，不能「一句說話講到尾」。
盧偉聰又舉例指，以往曾有疑犯被捕時一頭金髮，

惟認人的「戲子」全以黑髮示人，疑犯恐怕被認出，
遂要求戴帽，當時疑犯的要求也獲警方接納。警方希
望破案，但不希望因檢控程序中的小錯漏，白白錯失
成功檢控的機會。

涉記者案件 會「加多十錢肉緊」
盧偉聰強調，無綫一案尚未完結，個人而言，也十

分重視now新聞記者的案件，絕不會因為案件涉及記

者「放軟手腳」，甚至反而會「加多十錢肉緊」，有
關涉案記者已願意進行拼圖認人，直言「如果有得
做，點會唔做」。
被問及他與曾偉雄處事風格不同之處，盧偉聰說，

每一任處長面對的問題不同，個人風格亦也同，但他
相信自己不會與曾偉雄有太大分別，因兩人的目標一
致，都是希望香港成為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警倘做錯會道歉「無得唔認」
問及警方做錯會否向公眾道歉，他指要視乎情況，

他個人認為有需要都會道歉，「錯就係錯，無得唔
認。」對於部分人多番批評警方，他認為最重要是講
出真相，即使意見對警方不利亦無妨，因為有機會可
糾正。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下月將迎來表決的關鍵時刻，

「佔領」行動隨時再出現，盧偉聰指出，「佔領」期
間現場「七國咁亂」，如果有合理懷疑違法行為，便
會提出控告，但其後可能會有新證據出現，警方認為
證據不足便會撤銷控罪。

七成「佔犯」入罪 公正處理「七警案」
盧偉聰強調，警方正密切留意有關情況，警方會作

風險評估，並以公眾安全為大前提進行部署。他指，
去年「佔領」期間的案件，不論「藍或黃」（絲
帶），成功入罪已佔逾七成；而已完成調查、現正等
待律政司意見的「七警案」，因為涉案人士未定罪，
外界不宜太偏見，並強調警方會公平公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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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兆東）國務院
根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提名與
建議，昨日任命盧偉聰出任警務處處
長。

特首深信盧能迎挑戰
梁振英表示，盧偉聰在警隊服務近31
年，對警隊的行動策劃及管理工作有全
面了解及豐富經驗，多年來致力提升警
隊的效率與專業水平，深信他定能帶領
警隊，迎接未來的挑戰。

稱讚曾偉雄領導卓越
對於曾偉雄退休，梁振英表示，曾偉

雄於2011年1月出任警務處處長，其間
致力維持香港的法治及治安，並積極在
警隊內推廣優質服務文化，對前線警務
人員的工作關懷備至。在曾偉雄的卓越
領導下，香港警隊繼續表現出色，是世
界一流的執法機關。他衷心祝願曾偉雄
退休後生活愉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盧偉聰昨日獲國務院
任命出任新任警務處處長，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
對此表示歡迎，主席陳祖光對盧偉聰及新管理層有
信心，指盧偉聰任職副處長時，雙方經常定期及非
正式會面，並願意聆聽基層同事的說話，了解警隊
基層及員佐級同事的訴求，故對他充滿期望。

盧友善開明 信堅定執法
陳祖光昨表示，盧偉聰是個友善及開明的領導

者，相信警隊亦會沿用過去的方式做事，並會以堅
定態度執法、履行工作。被問及會否擔心盧偉聰作
風較低調，維持不到前處長曾偉雄建立較強的形
象，他表示不擔心，認為警隊有優良傳統，基層警
員也歡迎盧偉聰出任處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立法會議員普遍歡迎
盧偉聰接任警務處處長。針對激進反對派示威愈見
暴力，他們希望「新一哥」不能太軟弱，同時要處
理好警民以至與傳媒的關係。

葉國謙倡改善與記者關係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國謙昨表示，原

「一哥」曾偉雄任內盡責作風強硬，香港市民對其
表現自有公正評價。身為警隊最高負責人，必須公
正、不偏袒，他希望盧偉聰汲取各方經驗，並認為
身為處長應有個人堅持，如果太軟弱，市民未必希
望見到。
他又認為，盧偉聰在上任後需要改善警民關係，

包括與傳媒的關係：警員與記者都在前線工作，一
方需要維持治安，另一方希望盡快報道真相，他希
望新任處長關注，令採訪過程中減少受傷及採訪不
便的情況。

林健鋒盼關注士氣遏挑釁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最近

香港社會發生不少警民衝突事件，期望新任處長盧
偉聰處理好警民關係。他又希望盧偉聰關注警隊士
氣，處理好激進示威者挑釁警隊的問題。

曾偉雄憂「政棍搞激」目無法紀
工會：聆警訴求 期望滿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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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冀「硬淨」打好警民關係新任「一哥」盧偉聰，在警隊服務逾30
年，曾駐守多個單位，包括掌管情報及反恐
工作的保安部。

11載連升五級 曾掌情報反恐
盧偉聰在短短11年間連升五級，由總警司升至警務處處

長；在出任副警務處處長期間，他亦為處理「佔中」、警
隊Solarpeak（又稱「光明頂」）行動的總指揮。

盧於1984年投身警隊時，任職見習督察，在警隊服務逾
30年的他，曾駐守多個單位，對刑事調查工作、國際聯絡
事務、服務質素管理、保安及行動職務方面，擁有豐富的
經驗。

據警方資料顯示，盧偉聰任職警隊初期，大部分時間在
總區及總部層面的刑事單位駐守。1999年至2002年間，他
被借調至法國里昂國際刑警秘書處出任聯絡主任一職，並
在任內擢升為國際刑警亞洲及南太平洋區助理處長。

災難管理碩士 修畢FBI卓越課
盧偉聰回港後，出任服務質素監察部及投訴警察課高級

警司，至2005年晉升為總警司，並調任掌管情報及反恐工
作的保安部。隨後於2007年擔任西九龍總區副指揮官，並
於2009年晉升為警務處助理處長，出任保安部主管一職。
盧偉聰分別於2009年及2014年，獲頒香港警察榮譽獎章及
香港警察卓越獎章。

除持有風險、危機及災難管理碩士學位外，盧多年來曾

修讀不同海外訓練課程，包括2004年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
學警察主管指揮課程；2007年波士頓哈佛大學政府高級官
員管理課程，及2010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國家行政
學院卓越領袖課程。

2011年1月，盧獲晉升為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掌管刑
事及保安部。2013年8月，盧偉聰獲委任警務處副處長
（行動），並於去年9月調任警務處副處長（管理）一
職，至昨日正式接替曾偉雄，擔任警務處處長。

■記者郭兆東

接替盧偉聰出任警
務處副處長的周國
良，現年55歲，1978
年9月投身警隊，任

職警員，於1985年轉職督察。他於
2004年晉升為總警司，2009年晉升
為警務處助理處長，並於2013年1
月晉升為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
周國良曾出任警隊內多個不同職

位，負責前線行動、訓練及管理工
作。包括於2001年至2009年期間
先後出任機場區指揮官、高級警司
（行動）、中區指揮官和總警司
（人力資源科）。他於2009年至
2012年期間出任助理處長（人事）
及新界北總區指揮官，並於2012年
11月出任人事及訓練處處長。

五奪指揮官嘉獎 膺卓越獎
周國良曾獲多項嘉獎，曾於1985

年獲得施禮榮盾，1989年至1996
年五度獲得指揮官嘉獎，1996年獲
頒殖民地警察長期服務獎章，1997
年獲頒香港警察長期服務獎章，及
2003年、2008年及2011年獲頒第
一、第二及第三加敍勳扣；2006年
獲頒香港警察榮譽獎章，及2014年
獲頒香港警察卓越獎章。

■記者郭兆東

「清佔」總指揮 文武雙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兆東）開始退休前休假的
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昨日讚揚新處長盧偉聰表現超
卓，相信他可以成功帶領警隊應付未來的挑戰。他又
指，擔憂有政黨背景者罔顧法紀，示威時視法律如無
物，忠告有關人在爭取政治理念的同時，亦應守法。
他續指，希望市民看警民關係可以更全面，警方會抱
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他個人而言為警
隊感到自豪。
新舊「一哥」昨會見傳媒，即日起開始退休前休假
的曾偉雄臨別在即，指盧偉聰從警逾30年豐富經
驗，讚揚他表現超卓，相信他可以成功帶領警隊應付
未來的挑戰。他續指，過去4年多，有賴市民及同袍
支持，本港治安情況維持良好，感謝各界奉公守法，
社會大眾得以安居樂業。
被問及「佔中」後未能於曾表示的3個月內緝捕黑

手會否感到遺憾，曾偉雄指與其說是遺憾，倒不如說
是擔憂，因本港不法意識有增加， 不少示威者視法
律如無物，甚至有政黨背景者罔顧法紀，對香港治安
並無任何好處，他忠告有關人在爭取政治理念的同
時，亦應守法。

「問綁匪警民關係 梗係唔好」
被問及如何評論警民關係已近乎撕裂，他認為有關

提問反映部分社會人士，以自己的感覺或喜好去看警
民關係，但此舉並不全面。
曾偉雄指出，警民關係旨在改善本港治安，警方與

各社區界別都有合作計劃，認為警民關係一直良好，
但有部分人士不願守法，認為問他們警民關係有多
好，他們一定答「唔好」，「你問個綁匪，警民關係
好唔好，你拉佢，梗係唔好。」他希望市民看警民關

係應更全面。他指，本港治安良好，過去多年全賴警
方與市民「一步一步」共同付出，希望各界珍惜，警
方會抱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

為警隊自豪 無懼風雨「清佔」
在任期內屢受批評，曾偉雄認為沒有人做事能盡善

盡美，個人及警隊如是，但強調已盡最大努力，警隊
成績有目共睹，為警隊感到自豪。他指出，警方能破
大案是靠努力和血汗，警員不只是為幾萬元人工，而
是有更高理想，希望市民安居樂業。
對於警隊在處理「佔領」行動時的表現，曾偉雄

說，警隊確確實實盡了最大努力，為香港作出無私奉
獻。他表示，在傳媒的鏡頭下，可以見到警方無懼風
雨繼續「頂住」，不想逞一時意氣害了香港。
對於有民調指市民對警方信任度再次下跌，他指民

調進行方式、取樣、時間不同，不能一概而論，證明
民調參考時要考慮其限制。至於對新處長的寄語，他
指示威活動在過去一段日子有所增加，盧偉聰有責任
維持社會秩序及穩定，相信他已有準備。

■新任「一哥」盧偉聰（左），在警隊服務逾30年。右為
接任警務處副處長的周國良。 劉國權攝

■■員佐級協員佐級協
會對盧偉聰會對盧偉聰
充滿期望充滿期望。。

接掌警務處接掌警務處 重市民福祉重市民福祉 嚴嚴防防「「再佔再佔」」危機危機

登場登場
寄望警民寄望警民
新一新一哥哥 ■盧偉聰昨表示，警隊必秉承政治中立，公平

公正執法，希望做到警民一家。 劉國權攝

■■「「公義聯盟公義聯盟」」早前到警總送上錦旗早前到警總送上錦旗，，感謝警隊成感謝警隊成功功「「清佔清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一家家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郭兆東郭兆東））香港回歸後第六任警務香港回歸後第六任警務

處處長昨日處處長昨日「「新鮮出爐新鮮出爐」。」。前警務處副處長盧偉聰獲國務前警務處副處長盧偉聰獲國務

院任命出任新院任命出任新「「一哥一哥」，」，接替即日退休前休假的曾偉雄接替即日退休前休假的曾偉雄。。

盧偉聰讚揚曾偉雄的貢獻有目共睹盧偉聰讚揚曾偉雄的貢獻有目共睹，，日後將一如歷任處日後將一如歷任處

長長，，秉承政治中立秉承政治中立、、不偏不倚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態度盡忠職公平公正的態度盡忠職

守守。。對於對於2017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將於下月表決年特首普選方案將於下月表決，，隨時再出隨時再出

現現「「佔領佔領」」行動行動，，盧偉聰指正密切留意有關情況盧偉聰指正密切留意有關情況，，警方會警方會

作風險評估作風險評估，，並以公眾安全為大前提進行部署並以公眾安全為大前提進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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