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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港獨」侵校 須有實際行動
學生組織「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昨日聲
稱，計劃在開學日到中學派發宣傳「港獨」的傳
單，更揚言為爭取「港獨」不排除使用暴力及流
血，不認同有關行動要有底線。「港獨」入侵校
園已經迫在眉睫，「港獨」分子明目張膽挑戰法
治，對鼓吹「港獨」違憲違法的警告置若罔聞，
其荼毒學生的危害不容低估。當局必須嚴正執
法，以實際行動彰顯遏止「港獨」侵校的決心；
學校亦應依據校規，秉持正義，處罰在校園煽
「獨」的行為，遏止「港獨」歪風在學界蔓延。
家長為子女前途着想，更要義無反顧向「港獨」
說不，支持政府和學校制止「港獨」侵校，保護
學校，保護孩子。
「學生動源」毫不掩飾地主張「港獨」，組織
成立至今不足半年，靠激進出位的「言行博取傳
媒關注」。即使特首、政府官員一再提醒「港
獨」牴觸基本法和法律，選舉主任否決了個別
「港獨」分子參選立法會的資格，社會主流意見
強烈反對在中、小學討論「港獨」議題，但「學
生動源」對各界的忠告、提醒置若罔聞，不但沒
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鼓吹「港獨」，氣焰更趨
囂張。近期，「學生動源」已策動 10 多間中學的
學生組成支持「港獨」的「本土關注組」，更恐
嚇稱，教育局和學校勿試圖以剔除學籍或其他手
段打壓「港獨」聲音，否則該組織將「果斷還
擊」。如今「學生動源」表明，開學日到中學派
發宣傳「港獨」傳單，反映「港獨」的魔爪正步
步進逼，千方百計伸向校園。

「港獨」意味暴力流血，香港永無寧日，一點
也不假。「學生動源」召集人雖然只是中學生，
但說到如何實現「港獨」時，對依仗暴力流血全
無保留、全無底線，赤裸裸承認「不排除使用暴
力或流血推翻政權」，更以「佔中」為例，對
「佔中」搞手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不以為
然，認為很多事「應該要做但無做」。一個中學
生竟然把暴力奪權視作理所當然、必不可少，不
能不令社會震驚，更須高度警惕。當年的黃之
鋒、「學民思潮」策動「反國教」、參與「佔
中」，令國民教育遭受重大挫折，嚴重衝擊學校
教學秩序和社會安定。「學生動源」對學校和香
港的威脅較之「學民思潮」絕對有過之而無不
及，若其入侵校園得逞，「港獨」歪風在中小學
生中愈演愈烈，造成的後果肯定比「反國教」、
「佔中」更惡劣，將陷香港於萬劫不復的絕境。
「學生動源」具有學生身份，鼓吹煽動「港
獨」更具欺騙性，更易令心智未熟、是非觀念模
糊的青少年誤信謊言，誤入歧途。「學生動源」
明言不排除暴力流血奪權，擺明車馬鼓吹「港
獨」，已不屬於校園內可接受的社會課題討論，
明顯超越法律的底線。當局必須依法制裁膽敢向
中小學生播「獨」的搞事者，以示遏「獨」「並
非得個講字」；學校應嚴肅處分肆意鼓吹「港
獨」的學生，對屢教不改者應堅決開除，絕不向
「港獨」低頭；家長更應堅決支持政府、學校反
「港獨」，共同維護校園的安寧和秩序，指導學
生遠離「獨」害，為國家社會培育棟樑。

■責任編輯：汪洋、袁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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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查哮喘豬事件 挽回公眾食肉信心
哮喘豬流入市面，造成市民恐慌，政府
昨日公佈調查結果，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
永文承認責任在政府，並再次向市民和有
關持份者致歉。事件暴露食環署無按既定
指引和程序執行，一方面是人為錯誤，另
一方面亦顯示長期心存僥倖、把關不力。
目前當局仍然找不到哮喘藥的源頭，已報
警處理，背後或另有文章。事件影響到市
民對食物安全把關的信心，當局必須把問
責機制落到實處，全面檢討制度執行，將
問題查個水落石出。
縱觀整件事件的處理流程，政府部門和
五豐行存在三大錯處。一、上水屠房職員
在接獲豬隻尿液測試初步結果有可疑的預
警後，並未向其它屠房的職員通報；二、
屠房員工在未能確定檢測報告符合要求的
情況下，就開始屠宰豬隻、蓋印和出豬；
三、當局追查豬肉流向時，五豐行竟然無
完備資料，只能提供夾雜不同日期的資
料 ， 以 致 當 局 當 日 公 佈 涉 事 的 27 個 零 售
店，實際上只有 11 個有賣哮喘豬，大半屬
於「點錯相」。
這三大錯處，表面看是人為操作錯誤，
但背後反映的，恐怕是部門的長期陋習。
按照食環署的執行指引和程序，一定需要
化驗結果符合規定，才能屠宰和出豬，但
出事當日卻在檢驗結果「待定」的情況
下，就迫不及待出豬。有理由相信，這種

情況並不罕見。哮喘豬不是日日有，無理
由只有那一日違反指引，就撞上哮喘豬，
只不過過去都幸運地「過關」了。
對於這種違反指引的做法，食環署官員
解釋，是因為擔心遲出豬會影響當日的豬
肉供應，這個解釋顯然不能接受。豬隻經
屠宰、蓋上印章，是代表經政府檢驗合
格，市民需要的是「合格」的豬肉供應，
而不是「待定」的豬肉供應。「民以食為
天」，既然結果「待定」，政府卻蓋章，
這種做法打擊了食環署的誠信，亦證實了
外界指責食環署人員長期心存僥倖，所言
非虛。如此說來，食環署實際上長期把關
不力，部門職員對既定程序、指引視若無
睹，監管存在明顯漏洞。
事至今日，高永文承認「責在政府」，
願意向受影響分銷商作出賠償，但僅僅如此
顯然並不足夠。正如業界所指，賠錢事少，商
譽和食品安全事大。政府要與業界一同檢討
整個把關程序，必須追本溯源，繼續追查本
次事件的責任，該處分的要處分，盡快堵塞
檢驗漏洞，杜絕類似情況再次發生。
另外，究竟本次事件的哮喘藥源自何
處，現在仍然撲朔迷離，不排除豬隻抽取
尿液樣本檢驗前後被人落藥，當局已經尋
求警方協助，也請內地執法部門跟進。希
望當局追查到底，令事件真相大白。
（相關新聞刊 A10 版）

督察協籲選挺警愛港候選人
反對派昧良心 屢屈紀律部隊

批拉布禍港抹黑警隊 促盡公民責任用票撥亂反正
0$

在反對派的縱容甚至煽動下，香港近年不繼出現暴
力示威、衝擊，特別是違法「佔領」以至旺角暴亂，
為維持社會秩序而盡心盡力的前線警員、消防員，不
但要面對艱鉅的挑戰，更受到反對派的質疑甚至侮
辱，承受了極大的壓力。

旺暴連番攻擊倒地警員

反對派近年最刻意針對的是前線警員，但凡發生示威衝突，都不
分是非真相出來前將矛頭直指警員。在今年初的旺角暴亂中，一眾
蒙面暴徒連番攻擊倒地警員，垃圾桶及磚頭等雜物擲向無力反抗的
警員。有警員感到生命受到威脅兼保護同袍向天開槍，以圖震懾暴
徒，限制他們的行動。事件中，近九十名警員受傷，部分被襲擊至
頭破血流。

■香港警務督察協會呼籲紀律部隊人員盡公民責任投票，善用手上寶貴的兩票， ■反對派近年刻意針對警方，但凡發生示威衝突，都將矛
投票支持愛警隊、愛香港、維護香港繁榮安定的候選人。
網上圖片 頭指向警員。圖為香港警察學院舉行結業會操。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紀律部隊改善設備的撥款申請，更在議會肆意抹黑前線人員。香
港警務督察協會主席李占安近日向會員發聲明，指下月 4 日的立
法會選舉投票日將至，呼籲紀律部隊人員盡公民責任投票，善用
手上寶貴的兩票，投票支持愛警隊、愛香港、維護香港繁榮安定
的立法會候選人。

香港警務督察協會成立逾四十年，現有會
員約 1,800 人，均屬現職警務督察。李

占安在聲明中抬頭為「各位警務督察協會會
員」，強調大家都是懷着維護法紀，伸張正
義及匤扶社稷的赤子之心加入警隊，以服務
社會自豪；但見到近年社會紛亂、法治受到
挑戰、警隊形象被刻意抹黑，再加上立法機
關不議不決，失去應有功能，往往拉布流會
收場，痛斥如此浪費光陰公帑，令人痛心疾
首。

同時，在旺角暴亂期間，旺角有 22 處起火，大多由示威者燒垃圾
及雜物引起，有人甚至縱火焚燒的士，幸未發生爆炸。另一宗則懷
疑有人用助燃劑縱火，令火勢猛烈，燃燒超過 1 小時，火焰高達 10
米，濃煙升到 20 米高上空。火勢險波及附近民居，消防須改用泡沫
劑救火。在其中 11 宗火警，示威者阻礙消防員撲火，更向消防員投
擲磚頭及玻璃樽、將磚頭卡在消防車車輪、喝罵阻止消防員等。
不過，反對派卻美化是次暴亂，歪曲事實，反批評警員「濫用權
力」，「危害社會安寧」，多次在立法會提出質詢批評警方。激進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黃毓民更在立法會提出動議，要求立法會運用特
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他聲稱警方、食環署掃盪小販
遇到反抗是「應有此報」。多名反對派議員，包括民主黨的黃碧
雲，及工黨的何秀蘭均支持動議，幸最後在建制派議員反對下，動
議被否決。

文森）立法會會議變得一片混亂，部分 月 4 日的立法會投票日，透過切實的行動對

議員拉布荒廢正事，更不時針對多條有關紀律部隊，包括阻撓各

他續說，縱使面對如斯困境，警隊同寅仍
盡忠職守，以保護市民生命財產、維持社會
治安及安寧為己任。
但他又指，單是這樣並不足夠，認為要把
能代表警隊的聲音，包括正規人員、輔警人
員及文職人員和同事家屬的聲音帶進議會，
維護警隊的尊嚴及權利。
他強調不能讓無視、忽視或抹黑警隊的現
象存在於立法機關。

把代表警隊聲音帶進議會

用切實行動對不公義作回應
李占安再次呼籲會員行使公民權利，於下

過往的不公不義作出回應，以一人兩票為香
港、為大家、為下一代帶來美好的改變。
他又指，所謂聚沙成塔，積少成多，每人
手中的兩票，往往是改變結果的關鍵，呼籲
會員當日一起坐言起行，一起投票，一齊為
香港撥亂反正。
李占安表示，原本打算上周一（15 日）發
出通告，但由於需要斟酌字眼，結果前日才
發出。他指，雖然警察需要保持政治中立，
但投票屬公民義務，因此決定發出通告作出
投票呼籲。
對於今屆個別候選人打出「港獨」旗號，
他指，由官方以至多個媒體都否定有關主
張，他個人亦不再評論，但重申大家應該選
出真心為香港做事的議員。
立法會換屆選舉前夕，多個紀律部隊工會
向轄下會員發出通告，呼籲各會員在立法會
選舉中投票。由 11 個政府團體組成的政府紀
律部隊人員總工會、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
及入境事務主任協會等過去一周陸續發出會
員通告，希望會員投票選出真正代表自己立
場的立法會議員。

倪錫水批議會拉布「暴力語言」
聯合聲明指出，作為紀律部隊的隊員，必須依法執
行職務，維持香港的安定繁榮，因此大家所投的每一
票都很重要，應當履行公民責任踴躍投票，選出一位
真誠為香港、為地區、為社會、為市民付出的候選
人。

入境事務主任協會執委倪錫水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表示，過去數年，社會紛爭多，紀律部隊人員慘成為
「磨心」，尤以警務人員首當其衝，除了在違法「佔
領」事件及旺角暴亂走在前線，承受極大風險外，在立
法會內竟被部分議員出言歧視、排斥。
他以今年初的財政預算案為例指，有議員過於政治
化，對不同紀律部隊的撥款提出一系列修正案，意圖阻
撓撥款通過。
他坦言，由於入境處的工作性質，他們目前未有遭受
到明顯的歧視，但身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紀律部隊的一
員，大家一致希望選出有承擔及守法的議員，而非終日
拉布，甚至將暴力語言帶入議會。

斥梁國雄陳志全抹黑警隊
他又點名批評社民連梁國雄及「人民力量」陳志全經
常塑造「黑警」形象，挑釁警方，並再次呼籲入境處人
員選出令香港達至繁榮穩定的議員。

提案削開支 拉倒消防例

警員固然成為反對派的「政治犧牲品」，消防員也身受其害。在
立法會審議今年度財政預算案時，「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社民
連議員梁國雄及工黨議員李卓人提出修訂，要削減消防處運作開
支、削減個人薪酬全年開支，及削減更換和購置消防車輛等開支。
5個消防員工會當時發表聲明，批評這些修訂倘獲通過，將令消防
處無法運作，等同取消消防處的滅火、救援和緊急救護服務，令市民生命財產
受到極大威脅。最後，這些修訂在建制派議員反對下全數被否決。不過，
《2015 年消防（修訂）條例草案》就因反對派議員拉布而未能在本屆立法會年
度通過，令加強消防安全的時間表大大延後，影響廣大市民安危。
■記者 文森

入境處工會籲選有承擔守法議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違法「佔領」者視香港
法治如無物，由此而衍生的「港獨」更煽動暴力和仇
恨，紀律部隊都首當其衝。入境事務主任協會、香港入
境事務助理員工會、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及香港入
境處員佐級總會，近日發出題為「呼籲盡選民責任」的
聯合通告（見圖），呼籲登記為選民的同事在投票日在
所屬區域踴躍投票。
工會代表指，他們都希望在今次選舉中，選出有承擔
及守法的議員，而非終日拉布，甚至將暴力語言帶入議
會的人。

22處縱火 擲磚阻消防

消防5工會擬籲選愛港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旺暴期間暴徒四處縱
火，更阻撓消防員救火甚至施以襲擊，這些混亂場面
相信不少人至今仍歷歷在目。立法會選舉臨近，香港
消防主任協會主席楊儉生昨日透露，消防處下的5個工
會正草擬一份聯合聲明，內容大致會與其他紀律部隊
工會所發的類似，主要是呼籲會員在下月初的立法會
選舉，盡公民責任積極投票，選出真正為香港好的人
代表市民。
他指出，5 個工會正討論聲明所使用的字眼，預計會
在下星期向會員及傳媒發放。

新界東候選名單：
陳克勤、葛珮帆、鄧家彪、容海恩、李梓敬、
林卓廷、鄭家富、方國珊、張超雄、范國威、
侯志強、楊岳橋、梁國雄、陳志全、麥嘉、
李偲嫣、廖添誠、陳云根、陳玉娥、黃琛喻、
梁金成、梁頌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