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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派「煽獨」擾民毀法治挨批
建制議員促當局嚴執法阻遏 反對派姑息包庇抹黑警方

4男1女被捕 獲准保釋候查
「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本土力量」及「勇武前
線」等「港獨」組織，前晚以「反大媽唱蝗團」為名，
到旺角西洋菜南街示威，最終演變成暴力衝突。警方先
後以涉嫌襲警、拒捕、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及普通襲擊
拘捕4男1女（年齡介乎23歲至55歲），昨日全部獲准
保釋候查，須於7月中旬向警方報到。
警方昨日重申，絕不容忍任何暴力行為；任何人如有
違法行為，不論任何背景，警方必定果斷執法，不偏不
倚、公平公正地處理，又呼籲任何人如目擊事件或有任
何資料提供，可致電：2761 2330 或9267 1103與西九
龍總區重案組人員聯絡。

蔣麗芸：旺角商店飽受衝擊
民建聯九龍西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昨日坦言，自從違法
「佔領」後，旺角一帶的商店已飽受衝擊，至近期方能
稍事喘息，但近日又發生了衝突事件，令商戶大感無
奈。
蔣麗芸強調，無論這些示威者打着甚麼旗號，只要犯
了法，警方都應該立刻拘捕及檢控，絕對不能姑息，否
則會起了一個很壞的先例，更對香港絕大多數奉公守法
的市民不公平，警方必須嚴正執法。

梁志祥：任意搞事打破市民飯碗
新界社團聯會會長、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昨日批
評，這些滋事份子「逢中必反」，公然鼓吹「港獨」思
想，倘再讓這些「本土」份子任意搞事，各區的商業運
作就會受到打擊，市民的飯碗也會被打破。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指出，在違法「佔領」後，
「鳩嗚團」在港九各處滋擾商戶，旺角區每晚就聚集了
一批「本土派」成員，不斷挑釁及指罵內地遊客，行為
過火。

郭偉強：只顧個人喜好罔顧他人
他指出，由於這些「港獨」份子的惡行，來港的內地
旅客近期已明顯減少，商戶生意都受到打擊，「打工仔
的飯碗已經被打爛了！這些『本土』分子是否想更多打
工仔『無飯開』，失業率急升？這些『本土』分子不應
該自私地只顧個人喜好而罔顧他人的生活，他們應該矗
起床板思考一下。」
立法會商界（二）議員廖長江指出，市民對某些事件
有意見，應透過合法的途徑表達，而不應肆意訴諸武
力。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就是擁有一套完善的法治制
度，但這些所謂「本土」分子公然破壞法治，已打破了
香港的核心精神打碎。他呼籲各界盡快放下政治爭拗，

同心合力，搞好經濟，讓香港社會更美好。

范國威何秀蘭為犯法者張目
不過，「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及工黨議員何秀蘭
就為犯法者張目，聲稱前晚爆發暴力衝突主因是警方
「縱容」「藍絲」支持者，是「執法不公」的後果，並
要求警方「清楚交代」。

一直聲稱反對暴力的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只
稱，市民有意見應該以理說服對方，他反對所有暴力行為。
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則稱，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大

家應互相尊重，任何一方都不應「被滅聲」，而目前應
先弄清楚哪一方「先動手」，並呼籲目擊者提供證據予
警方。被問及區內商戶受到影響，她則稱，事件「只」
持續了數小時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杜法祖）一批打着所謂「反大媽歌舞」口號的「 本土派」

成員，前晚在旺角行人專用區搗亂，公然滋擾鄰近商戶，更挑起暴力衝突。其間，警方先後

以涉嫌襲警、拒捕、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及普通襲擊拘捕4男1女。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批

評，這些煽動「港獨」的所謂「本土派」，破壞香港法治制度及經濟發展，罔顧市民生計，

當局應嚴正執法以起阻嚇作用。不過，反對派就繼續姑息包庇，非但拒絕譴責該批「港獨」

分子，有人更「倒果為因」地稱，爆發暴力衝突是因為警方「執法不公」之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
特首普選決議案表決當日，在建制派WhatsApp群組發
言而被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提出不信任動議，自由黨主
席鍾國斌昨日批評，有關做法是「好戇居」。他又
指，很多議員都認同曾鈺成任主席處事公平，「一個
過，係咪十個功都抵唔過？」
鍾國斌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直指，有反對派議員
要曾鈺成辭任主席的做法「好戇居」，因為反對派一
直擔心在新界東補選時，建制派會取得該席位而令建
制派在議會內多一票，繼而有機會去修改議事規則限
制拉布，如果他們對曾鈺成提出不信任動議，「一旦
大主席（曾鈺成）落嚟，建制派又上返去」，建制在
議會內就有機會取得足夠票數，修改議事規則。

讚曾鈺成處事公平 恰如其分

他續指，即使曾鈺成在是次事件中的做法可能「有
點問題」，但從政者本身就會有既定立場，無可能完
中立，而曾鈺成任主席一直「做得幾好」，在處理不
同事件時都恰如其分，很多議員也認同他處事公平，
過去甚至有建制派不滿曾鈺成「偏幫泛民」，「一個
過，係咪十個功都抵唔過？」
就湯家驊辭去新界東立法會議員一職所引發的補

選，鍾國斌指，該黨目前仍未決定會否派人參與補
選，應先參考區議會選舉結果再決定，而最理想是希
望建制派可以在選舉互相協調。但該黨若派人出選，
首選對象必為黨內的年輕人。他解釋，若選舉中「搵
嚟搵去都係舊人」，對該黨的整體發展無意思。

謝偉俊料新界東補選「兵家必爭」
接受同一節目訪問的獨立議員謝偉俊則指，他「幾

時都贊成年輕人出來（參選）」，特別是有政黨背景
的年輕人，應該把握在政黨的「照顧」下參選。他又
預料，是次補選將為「兵家必爭之地」，是許多有意
參選明年立法會選舉者爭取曝光率，或是「練兵的機
會」，故他認為建制派是次協調會更為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近年香港部分年輕人喜歡
以激烈舉動或言論博取社會注目，甚至有人提出「港
獨」，結果廣受批評。將於7月卸任的浸會大學校長陳新
滋昨日與傳媒茶敍時指出，「港獨」不切實際，對香港而
言只是「死路一條」，又批評小部分人以「反水貨」為名
滋擾及攻擊遊客、甚至是無辜路人是無賴之舉，只會激起
內地與香港的矛盾，令人反感，並強調文明社會不應「排
外」。

任內貢獻傑出 浸大頒授「榮休校長」
為表揚陳新滋擔任浸大校長的5年對學校作出傑出貢

獻，浸大昨宣布頒授「榮休校長」榮銜予他，由7月1日起
生效。浸大校董會暨諮議會主席鄭恩基讚揚陳新滋領導大
學屢創高峰，除積極推動高質素學術發展外，更致力提倡
研究文化。
陳新滋昨日與傳媒會面，分享了他對社會現況及年輕人

的一些觀察。一向敢言的他，去年批評學生在畢業禮「打
傘」是無視畢業典禮的莊嚴，令部分同學感到不快。他昨
日坦言，讓他重新抉擇，還是會做同樣的決定，因為學生
犯錯，他有責任糾、提醒，「如果我不指正他們，同學長

大後也許會悔恨當初的行為，這是陷他們於不義。」

批藉「反水貨」滋擾攻擊遊客是無賴
他強調，香港是文明社會，但最近部分年輕人行為激進，

如藉「反水貨」為名滋擾及攻擊遊客及途人，激起內地與香
港的矛盾，或令內地人對港人產生負面感覺，這是無賴的行
為，滋事者必須反思，並強調文明社會不應「排外」。
陳新滋強調，香港是中國一部分，部分人提出的「港

獨」主張是不切實際的，對香港來說只是「死路一條」。
就有人指稱香港的學術自由受到打壓，陳新滋並不認

同，反指如果學者有意研究政治議題，但被校方否決，才
算打壓學術自由，但近年所謂的「學術自由」卻有着不同
的意思。學術自由是本港的核心價值，八大並無因政治環
境而受影響。至於特首應否繼續擔任八大院校校監，他認
為應由特區政府檢討，但強調在其任內校監從無作出任何
干預。
陳新滋又謙虛指，回顧過去5年任期，自評只值60分，

因其牙力不足、號召力不夠，令任內未能成立中醫教學醫
院，是其最大遺憾。退休後他將專注科研，包括水資訊研
究、以中藥抗癌等，但無意擔任政府公職。

■陳新滋批小部分人以「反水客」為名，滋擾
及攻擊遊客是無賴之舉。 鄭伊莎 攝

陳新滋：「港獨」不切實際「死路一條」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免費報章
《AM730》昨日以報
道，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3年前疑在立法會的辦
公室遭竊聽。曾鈺成昨
日在回應事件時指出，
自己當年的懷疑「猜測
成分高」，並沒有實據
反映他長期被竊聽，自
己只當是一件「趣

事」。不過，他認同竊聽問題會引起議員和市
民的顧慮，立法會秘書處將制訂措施，檢查立
法會大樓可能存在竊聽裝置之處。
曾鈺成日前接受《AM730》訪問時提到，他

在2012年考慮參選特首後，其助理在立法會大
樓主席辦公室，及6樓的議員辦事處用防竊聽
裝置檢查，發現懷疑遭人竊聽。他居住的屋苑
外也發現有可疑車輛長期停泊，懷疑遭人監視。
曾鈺成昨日坦言，自己對3年前的舊事受到
關注感到詫異。他說，「（當年）我的議員助
理在街上買到一些儀器，可以探測到辦公地點
或某一個室內的地方有否被安裝竊聽設施。6
樓的房間（議員辦公室）探測到有陽性反應。」

不過，他們無法找出源頭，「再過幾日再試就
沒有（訊號）了，事件就過去了。」
他續說，當年有市民通過民建聯告知他，

在他的帝琴灣寓所外，有一輛可疑的黑色車
輛長期停泊，更稱「一看就知是監視的
車」。不過，其後並無任何跡象令他認為要
繼續關注這件事。

沒放心上 也沒報警
曾鈺成坦言，事件本身有「很高的猜測成

分」，無任何實際憑據，他只是在茶餘飯後
說笑地和朋友聊聊，沒有放在心上，也沒有
報警。事實上，現在無跡象顯示有資料外
洩，更不應該將這件事與他3年前考慮選特
首，和建制派群組對話近日外洩扯上關係。
被問到應否加強立法會反竊聽保安工作，曾

鈺成指出，有議員已向秘書長提出了被竊聽的
關注，秘書處會考慮是否需要採取措施，處理
議員對於辦公地點可能會有竊聽裝置的問題，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也會討論有關事情。
不過，曾鈺成坦言，檢測竊聽問題不能只

大張旗鼓做一次，因為不保證竊聽者不會再
來，立法會秘書處的檢查工作要持續和不定
期進行，計劃需考慮周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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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立法會討論特首普選決議案
期間，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參與了建制派議員在WhatsApp群組的
討論，立法會23名反對派議員早前要求他道歉。曾鈺成昨日在
書面回覆中強調，自己一直嚴格按議事規則辦事，有關做法並
無影響他主持會議的公正性。不過，他同意不會再在立法會會
議期間參與有關群組的討論。
反對派23名議員早前與曾鈺成會面，要求曾鈺成為參與建制

派議員在WhatsApp群組的討論一事而向公眾道歉，及承諾「以
後不再犯」。曾鈺成昨日在書面回覆23名反對派議員時解釋，
立法會早前在表決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時，自己參與了建制
派的社交通訊群組（WhatsApp）的討論，只是希望能夠掌握建
制派議員的發言人數，和辯論結束的時間。

承諾開會期間不再參與討論
他續說，自己在群組內提到反對派的行動，純粹希望澄清一

些錯誤消息，避免產生誤會，絕對無意破壞反對派的部署。
曾鈺成強調，在辯論及表決過程中，他一直嚴格按議事規則

辦事，並沒有對任何一名議員，包括反對派議員作出任何不公
平的處理，也無影響自己主持會議的公正性。不過，他同意不
應該在立法會會議期間，再參與建制派群組通訊的討論，他也
願意聽取議員及市民的批評，並承諾日後會一如既往，公平、
公正地履行立法會主席的職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監警會委託香
港大學民調在今年3月3
日至13日進行的調查發
現，在 1,014 名受訪者
中，認為監警會能「公
平公正地監察和覆檢」
的有44%，按年減少3
個百分點。監警會主席
郭琳廣昨日指，部分市
民對監警會角色有誤解
都是滿意度下跌的原
因，並強調監警會將繼
續公平處理有關投訴。

該於昨日公布的調查發現，有85%受訪者表示曾
聽過監警會，比去年的67%大幅上升；能正確指出
監警會工作範圍的有49%受訪者，按年增加9個百
分點。同時，認為監警會形象正面及負面的受訪
者，分別有56%及10%，兩者同樣按年增加4個百
分點；滿意其表現的受訪者有40%，按年增1個百
分點，但感不滿的受訪者則有15%，按年增6個百
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民陣明
日發起遊行。警方昨日指，前晚旺角有兩
批不同意見者互相推撞，警方已採取果斷
行動執法，並呼籲明日遊行人士要守法，
強調警方不會容忍違法行為。警方又指，
他們接獲另外兩個團體要求在遊行路線途
中進行集會申請，警方會與主辦者聯繫。
因應前晚旺角有反對派中人以「反大媽

跳舞」為名示威，引發暴力衝突，警方港
島總區高級警司謝國偉昨日指出，在民陣
明日遊行時，警方會在添美道行人路劃出
公眾活動區作集會地點，預料可容納2,000
人。

強調不會容忍違法行為
他續說，前晚旺角有兩批持不同意見人

士互相推撞，在場警方已即時分隔雙方，
惟部分人拒絕聽從警方指示及勸喻，甚至
推撞警員，警方已採取果斷行動執法。他
呼籲參與明日遊行人士守法，主辦團體也
須遵從不反對通知書內容，避免受滋事分
子教唆參與衝擊，又強調警方不會容忍違
法行為。
民陣早前申請在「七一」當日擺設街站

不果，繞過食環署向「牌照上訴委員會」
提出上訴。謝國偉指，該9個有關團體申
請擺設街站，以用作賣物籌款，故需要向
食環處申請臨時小販牌照，程序上食環處
要就每宗申請諮詢各政府部門，包括警方
的意見。
他續說，由於該9個申請街站地點所在
位置狹窄，且不時會有市民加入遊行隊

伍，警方遂以遊行公眾安全及秩序為由，予以反
對，但已建議有關團體在利園山道以西，較寬闊的
路面位置上擺設街站，相信影響較小，現時9個中
已有4個重新遞交申請，其餘仍在上訴中。
謝國偉又指，警方接獲兩個團體要求在當日遊行

路線途中集會的申請，地點分別在灣仔修頓球場外
及堅拿道天橋底。警方會與主辦者聯繫，並會在當
日配置適當警力應付。

監警會滿意度微跌
郭琳廣：續公平處理投訴

覆反對派：群組通訊為掌握時間

■■「「本土派本土派」」示威者戴上口罩示威者戴上口罩、、面面
罩到旺角搗亂罩到旺角搗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警
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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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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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琳廣 梁祖彝 攝

反對派提不信任動議 鍾國斌批「好戇居」

■■鍾國斌接受電台訪問鍾國斌接受電台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