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姚嘉華、文森）香港大學學

生會刊物《學苑》近期再次「宣

獨」，更聲稱要「爭取」香港成

為「獨立主權國家」。昨日在北

京出席全國人大閉幕禮的全國人

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

被問到香港學生可否要求「獨

立」時強調，香港不可以獨立，

並反問在場記者：「香港怎麼可

以獨立？」香港各界則批評，一

小撮學生已逾越界線，再糾纏在

這問題上將令香港陷入萬劫不復

之地。有人則擔心他們是受到別

有用心者利用，以遂其政治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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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公傷數字
2011年 1,025名

2012年 1,027名

2013年 939名

2014年 847名

2015年 79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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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19歲大專生周晉輝
涉嫌在2014年10月12日非法「佔領」行動期間，進
入社交網站及點擊「Anonymous Asia」黑客網站，利
用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上海商業銀行網站，案件昨日
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周被控一項刑事毀壞及有犯罪
意圖而取用電腦的交替控罪。控方正向香港寬頻索取
電腦維修證明書及處理電腦瀏覽記錄，而辯方正聯絡
專家證人，案件押後至4月12日再提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十多名示威者在前年
6月衝擊立法會，被裁定非法集結等罪成，全部被判
處社會服務令。律政司前晚證實已就是案向上訴法庭
申請覆核並已獲上訴庭批准，正式申請亦已於本周一
提交法院。
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前年6月13日審議新界東北發

展計劃時，一批示威者在立法會大樓外集結。社民連
副主席黃浩銘、「佔領中環」行動秘書處義工陳玉峰
胞弟陳白山、「土地正義聯盟」召集人何潔泓和城大
學生梁曉暘、「社運人士」招顯聰等，涉嫌以竹枝及
雨傘撬開大門、阻礙立會大樓關上及召喚其他示威者
等，早前被裁定「參與非法集結」罪名成立，全部被
判處社會服務令80小時至150小時。
律政司在前晚的新聞稿中指出，根據《刑事訴訟程

序條例》（第二二一章）第八十一A（1）條有以下規
定：「律政司司長經上訴法庭許可，可就上訴法庭以
外任何法庭所判處的刑罰（法律所固定的刑罰除
外），基於該刑罰並非經法律認可、原則上錯誤、或
明顯過重或明顯不足的理由，向上訴法庭申請覆
核。」
在考慮該案具體案情、相關證據、適用法律及同類

案件的判例後，律政司已於本月9日依據上述有關條
例向上訴法庭申請許可，就有關的判刑申請覆核刑
罰。上訴庭已在本月11日批准律政司的覆核許可申
請，而律政司亦已於本月14日提交正式申請。律政司
會依據適用法律程序進行有關的刑罰覆核申請。「由
於申請程序已正式展開，律政司不適宜作進一步評
論。」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重申，由

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他不方便具體評論，「我們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八十一A條的條款，條
款裡已列舉了在什麼情況下，律政司可以要求上訴庭
作出刑期覆核，我們會根據這法例的條文所列舉的
（去處理）。」

「佔」時網襲銀行
大專生押後訊

律政司獲准覆核衝立會者刑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為
維護旺角暴亂的暴徒，懶理執法以至司法機
構正處理相關的案件，要求立法會引用特權
法調查事件，試圖將事件政治化。有關的動
議早前雖被否決，但24名反對派議員在昨晨
立法會會議開始時，成功以「站立呈請」的
方式，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旺角暴亂事件。
不過，有關委員會並無特權法保障，亦無權
傳召證人。「泛民會議」召集人何秀蘭承
認，今屆議員餘下任期內根本無法完成調
查，只是要在立法會內「留個記錄」。
根據《議事規則》第二十條的規定，議員

可在立法會全體會議即時起立，要求將呈請
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立法會主席須請支
持此項要求的議員起立。只要有不少於20名

議員起立，呈請書即告交付專責委員會處
理。公民黨議員楊岳橋和工黨議員何秀蘭，
昨日就引用第二十條向立法會提交呈請書，
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旺角暴亂。由於有
24名反對派議員在席及站立支持，呈請書獲
得接納。

「呈請書」砌詞「屈得就屈」
有關呈請書內容極為偏頗，矛頭直指特首

梁振英，稱其未經過深入調查就將是次「衝
突」定性為暴亂，而特區政府事後只懂譴責
及拘捕涉事「市民」，拒絕設立調查委員會
研究衝突成因、警方部署等，處理手法令人
遺憾云云。
他們在呈請書中又稱，當晚參與的「市

民」眾多，反映不能將事件諉過於一小撮
「所謂暴徒」，或拘捕幾十名參與者就能平
息事件，希望成立專責委員會深入調查「衝
突」的經過及成因，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楊岳橋聲稱，倘只會高壓對付而不去找「衝
突」的原因，未來可能會「激發」更多的暴
力抗爭。
以「站立呈請」方式成立委員會並非首

次。2013年，公民黨議員郭榮鏗及工黨議員
何秀蘭，首次以此方式成立委員會，調查前
廉政專員湯顯明任內出境訪問、酬酢等事
宜。
2014年及2015年，立法會分別就高鐵工程

延誤，及非法「佔領」背後動機和資金來源
等以站立呈請方式成立了委員會調查。

設「無權」委會查亂 反對派做騷「留記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旺角暴亂事件造成近百名警員受
傷，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透露，2014年的非法「佔領」及今年2
月9日旺角發生的暴亂，分別造成約130名及約100名警務人員受
傷，情況令人憂慮。在旺角暴亂後，警方已即時檢查警員裝備，為
前線警員提供額外專業訓練，及預留2,700萬元，採購3輛配備噴
水裝置的「人群管理的特別用途車」，以保證警員在安全距離下有
效驅散使用暴力者。

5年4600警公傷 兩殉職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追問近年前線警
員因公受傷，特別是旺角暴亂令人關注前線警務人員的職業安全，
及他們的裝備和訓練是否足以應付日後可能發生的暴亂。黎棟國指
出，由2011年至2015年，共有約4,600名警務人員因公受傷（見
表），另有兩名警務人員確認為因公殉職。
他指出，近年有公眾集會及示威遊行參與者的行為愈演愈烈，甚

至有人蓄意衝擊警務人員，在旺角暴亂期間更有人用玻璃樽及掘出
鋪在路面的磚頭並擲向執勤的警務人員，引致大量人員受傷，情況
令人憂慮。特區政府及整個香港社會必須合力遏止暴力趨勢蔓延。

應對蓄意襲警 改善裝備訓練
黎棟國指出，在旺角暴亂後，警方已成立了一個由副處長主持的

檢討委員會，分別就「行動」、「武器、裝備及訓練」和「支援」
三方面作出檢討，就短、中、長期制定不同應對方案。
短期而言，警隊在旺角暴亂後已即時檢視前線警務人員的個人保
護裝備，包括正購置更多隨身攝錄機以提升現場蒐集證據的能力。
同時，在遇到大型事故及突發暴亂事件，總區警察機動部隊大隊會
被調派往支援其他總區的行動。警隊也會加強前線人員的內部保安
及人群管理訓練，亦會因應風險評估及行動需要為他們提供額外專
題訓練。
中期方面，警方正採購3輛配備噴水裝置的「人群管理的特別用
途車」，以更有效地處理暴亂或於大型及持續公眾集結期間可能出
現的違法行為。黎棟國表示，有關車輛可以有效驅散使用暴力衝擊
者，製造示威者與警務人員之間的安全距離，減低雙方受傷機會，
警方已就此展開招標及審批程序。
黎棟國表示，長遠而言，警務處會根據檢討委員會的建議，加強

警務人員的人手和裝備以及行動部署和支援等多方面的工作，又引
述特首在2月14日會見傳媒時的話，說明特區政府全力支持警隊維
持治安的工作：「任何有關裝備及人手方面的要求，我會大力支
持。因為社會上現在確實有人，雖然比例少，但是有人用升級的暴
力方式來表達一些極端的政治訴求，因此警方必須有足夠的人手和
裝備來應付這種新的挑戰。」

「佔」「暴」屢傷警 增裝備助執法

喬曉陽：香港豈能「獨立」
各界批少數人越界 或受別有用心者利用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香港
政治出現困局，部分年輕人感到灰心，她理解他

們何以有此想法，香港政黨，特別是立法會第一大黨
的民建聯，需要思考如何破局。

李慧琼：推「獨」形同自殺
她強調，這些年輕人也必須「換位思考」，明白香
港不單屬於香港居民，還是屬於全中國人民的。中央
政府對領土完整是十分緊張的，如果說「佔中」等同
「自殘」，推動「港獨」更形同「自殺」。
她不相信中央政府會為此而放棄「一國兩制」，但
無可避免會觸動到中央政府思考「一國兩制」的「底

線」。
李慧琼指出，「一國兩制」的寬度、深度及廣度，

不單是由香港人決定的，倘要在「一國兩制」框架下
有「更高、更寬的空間」，應該要思考如何去做，而
越多人鼓吹「港獨」，在這方面就越得不到結果。

盧瑞安：學生應多識國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盧瑞安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批評，港大學生會又再試圖宣揚「港獨」思潮，是
非常不應該的行為，已逾越學生的界線。香港一直都
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日後也可如是。
他認為，學生是香港及國家未來的社會棟樑，應努

力裝備自己，同時多了解國家、香港及「一國兩
制」，為接班做好準備，而不應在此無謂的問題上糾
纏，否則只會走進死胡同，將香港帶進萬劫不復的地
步。

陳勇憂學生淪政治炮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直

言，年輕人有激情是可理解的，但也要「讀歷史，知
興衰」，才可透徹了解國家與香港的關係，否則對香
港及自身均沒好處。《學苑》的內容是非理性、不理
智的，更令人擔心的是學生或是受到一些別有用心的
人利用，以達至某些政治目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學苑》
新一期再宣「港獨」，受到香港社會各界
批評。負責該期的前總編輯劉以正昨日辯
稱，香港目前未有能力及客觀條件獨立，
但到2047年的香港以至世界情況都沒有人
知曉。他們先將題目帶到社會，是希望讓
香港有「討論空間」。不過，有港大畢業
生批評，鼓吹「港獨」主張絕非是為香港
好。
劉以正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他們認為

有能力決定香港前途的只有香港人，提出
「港獨」是「爭取民主」、「自救」的手
段。他以新加坡為「例」，稱新加坡在立
國初期條件也很差，通過多年建設後成為
今日的大城市，故香港目前沒有「獨立」
的條件，「但不代表2047年的影響無條件
獨立。」
港大畢業生陳先生致電節目，指民主要

有一個進程，如美國自1777年立國以來，
其民主制度不斷有發展，「唔係要有民
主，就即刻有民主。」他不理解劉以正為
什麼要將民主提升至民族決定的層面，又
質疑劉以正的做法不是在爭取香港的利
益，又舉埃及、利比亞以至台灣等地因此
而弄得亂七八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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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學苑》再宣
「港獨」，律政司司長袁
國強昨日強調，香港沒有
條件「獨立」，此舉也不
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袁國強坦言，探討香港

的未來發展是件「好
事」，但他建議現階段應
將時間和資源花在如何再
完善「一國兩制」，及如何進一步實踐「一國兩
制」，讓香港繼續發揮其獨特的優勢，才是更務
實、更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也是真正爭取民主的
手段。
他說，「我相信這是一個大題目，希望大家可以

在這方面作一些比較落（務）實些的研究，往後可
以再探討。」

袁國強：優化「一國兩制」利港

■黎棟國表示將加強警員裝備與訓練。 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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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曉陽回
應傳媒提問
時，強調香
港不可以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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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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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明知今屆會期
無法完成調查仍提出申
請，聲稱在立法會內
「留個記錄」。

劉國權 攝

■旺角暴亂當晚，暴徒有組織以磚頭襲擊警員，造成近百名警員受傷，更有警員被襲擊致不支
倒地。 資料圖片

■示威者當日以竹竿撬毀立會玻璃大門。 資料圖片

■袁國強 資料圖片

■ 港 大
《學苑》多
次煽「獨」
惹非議。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