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彪讚紀律部隊息「佔」還社會安寧

警蒐前線意見 檢討用武守則
一哥：對朱Sir案裁決深感難過 指檢討小組有員方代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前警司朱經緯（朱Sir）

於2014年11月違法「佔旺」

期間，用警棍毆打途人，經

審訊被裁定襲擊致造成身體

傷害罪成立，最終判囚3個

月。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在法

院判決後向全體警員發信，

表示自己與管理層均對裁決

深感難過，警隊會繼續向朱

經緯積極提供適切的支援。

針對不少前線警員因此案而

關注執行職務時使用武力的

相關守則和指引，管理層已

設立有員方代表的工作小組

聽取前線人員的意見，進一

步檢討有關守則和指引。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在信中表示，對朱經緯案的裁決深感難過。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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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就朱經緯被判囚3個月，
多個愛國團體將於周六日舉
行集會和遊行，不滿法院是
次判刑，及表明支持警察繼
續嚴正執法的心聲。
「保衛香港運動」本周六會
舉行「支持警察執法」遊行集
會。他們計劃先在特區終審法
院門外集會，隨後遊行去金鐘
警察總部，表達支持警察繼續
嚴正執法的心聲。
由市民自發組成的「聲援

警察執法大遊行」遊行統籌
小組則將於周日遊行。他們
認為，法院近日有關「佔
中」、旺角暴亂的判刑有欠
公允，「蓄意襲警暴徒被判7
星期，而執法使用輕微武力
執法者竟被判以更長刑期，
極不恰當。」

促交代指引釋除疑慮
為表達民間對司法不公義

的不滿，他們周日會由政府
總部東翼前地添美道外，遊
行至灣仔警署，遞交請願信
予警務處處長，敦促處長清
晰交代前線警員的使用武力
執法指引，釋除前線警員及
公眾對如何有效執法的疑
慮，其後繼續遊行回東翼前
地外，讓市民表達意見。
他們已發出邀請，屆時將有

社會關注團體、退休警察、警
察家屬、法律工作者、市民等
等到場參與遊行，估計出席人
數或會超過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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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在過
去幾年發了不少大事件，包括撕裂社會的違
法「佔領」。工聯會新界東總幹事鄧家彪和
保安局前局長黎棟國均表示，在這79日的
違法「佔領」行動中，警務人員和其他紀律
部隊人員均竭盡心力維持社會秩序及治安，
最後令違法「佔領」行動得以和平落幕。鄧
家彪強調，香港能夠成為又繁榮、又安定、
平安的城市，均全賴一眾紀律部隊人員，
「阿彪向大家致敬，向各位紀律部隊人員致
敬，亦感謝你們為香港的付出。」
鄧家彪昨日在facebook上載了一條與黎棟
國拍攝的短片，講述香港紀律部隊的情況。
黎棟國表示，香港的紀律部隊同事一向都非
常專業，面對他們要執行的職責，他們都是
無畏無懼，故在過往很多事件上都看見他們
是付出了很多、為市民做了很多。
他指出，馬尼拉人質事件，我們的同事是
在當晚奔去馬尼拉，為事件的受害者提供一

切必要的援助；在福島核事件當中，我們亦
有很多同事分別在日本及香港做了大量的工
夫，確保輻射影響香港的情況減到最低。

風雨中救災扶危
黎棟國續說：「香港有幾場大火災，我們

看到紀律部隊同事，不單是消防員、救護
員，甚至是警務以及相關的紀律部隊人員，
他們都是盡心盡力工作，甚至有同事不幸犧
牲殉職。」
他強調，每一天香港發生無數大大小小的
事件，都是靠紀律部隊同事每一日不間斷地
執勤、不間斷地為市民服務，「每當有颱風
的時候，天文台都勸所有市民留在家中，但
在市面上救災扶危的就是我們紀律部隊的同
事，所以我們在很多方面，都需要我們紀律
部隊的同事協助，維持社會正常運作。」
鄧家彪問對方，多年來做問責官員處理社

會秩序、保安事務，有什麼真的是最深刻、

最難忘的事。黎棟國回應指，除了上述提及
的災難事件，違法「佔領」行動令他非常難
忘，在這79日中，不單是警務人員，還有
其他紀律部隊人員，都竭盡心力維持社會秩
序及治安，最後違法「佔領」行動得以和平
落幕，「79天的堅持，我相信全香港每一位
市民都是不會忘記。」

專業化稱譽國際
鄧家彪也指，他當時在立法會裡面，儘管

大家政見可以很不同，但我們慢慢回想一件
事，就是有沒有凝聚共識的可能，其中有兩
點共識很重要：「第一就是和平、非暴力，
這是我們香港賴以成功、很文明的質素，但
在過去那79天，尤其是前階段有很多衝
擊、有很多人身攻擊。當一些不同政見的人
士想表達政見，他已經不是想講那套政見是
什麼，而是透過辱罵前線的紀律部隊人員，
這些就是令到我們很痛心。」

他續說：「第二，香港素來
有一件事國際都很稱許，就是
我們的效率及專業，但慢慢就
是因為這件『佔中』事件導致
兩極化，於是一眾紀律部隊就
成為磨心，有很多不同政見的
人就將紀律部隊套上不同的政
治帽，這些其實都影響紀律部
隊的專業。」
鄧家彪強調，市民在違法

「佔領」行動上，都很感激警
隊和一眾紀律部隊，更希望香港回復過去的
平和理性，「感激就是如局長所說，整體成
件事是和平落幕，有無人真的在這次衝突的
事件中有嚴重的受傷或損害？其實是無。所
以整件事件，放眼於國際做一些比較，我們
香港的警隊在黎棟國局長的統籌處理下，我
們認為是順利解決，在這裡再次感謝警隊以
及局長的英明、盡心盡力的指導和領導。」

他最後表示，香港能夠成為又繁榮、又
安定、平安的城市，是全賴一眾紀律部
隊，「我特別想講，我們的罪案率過去20
年是持續下跌，犯罪率低、破案率不錯，
其實背後就是有賴一批默默為市民服務的
紀律部隊，阿彪向大家致敬，向各位紀律
部隊人員致敬，亦感謝你們為香港的付
出。」

■鄧家彪昨日在fb上載與黎棟國為警員打氣的短片。

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前日
向會員發信，指朱經緯案的判決結果

對前線警務人員執法定必會造成極大影
響，及嚴重打擊前線人員士氣，會向管理
層反映有關合法使用武力的疑慮，希望減
輕對執法的不良影響。

葛珮帆促釐清用武標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亦指，是次判

決可能會令前線警務人員日後在使用合法
武力維持社會秩序時誤墮法網，故稍後會
就此約見警務處和保安局，要求當局釐清
警務人員使用合法武力的標準。
盧偉聰同日向全體警員發信，表示自己

與管理層均對裁決深感難過，「今天（指
前天）法院就前警司朱經緯先生執勤時所
涉及的案件作出裁決。對此，我和管理層
均深感難過。我們亦得知此案正按既定法
律程序進行上訴。」
他續說，雖然朱經緯已經退休，但警隊一
直就福利問題與他及其家屬保持緊密聯絡和
提供協助，往後亦會積極提供適切支援。
盧偉聰並透露，管理層已從各職員協會

得悉有警員關注執行職務時使用武力的相
關守則和指引，並完全理解及明白同事的
疑慮。管理層已設立有員方代表的工作小
組聽取前線人員的意見，進一步檢討有關
守則和指引。

他最後寄語警員在此充滿挑戰的時刻，
要團結一致、緊守崗位，繼續發揮香港警
隊的專業精神；盡忠職守，繼續維持社會
穩定安寧。
警司協會昨日下午就盧偉聰致全體警務

人員信回覆稱，認同在這困難時刻，警隊
應上下一心、緊守崗位，維持治安。

葉劉倡提高前線情緒管理
曾任保安局局長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前線警員當
然會擔憂前線執法的問題，同時要求釐清
使用武力標準，建議警方加強訓練前線如
何合法使用武力，亦要提高前線「心理質

素」及「情緒管理」。
她又對朱經緯入獄表示同情，「入獄一

日都嫌多，我是同情他（朱經緯）。」但
認為是次刑期不算長，且朱經緯獲准保
釋，故認為裁決合理，「但明白當事人當
然（入獄）一日都嫌多，希望他透過合法
程序上訴。」
立法會新界西議員、香港律師會前會長

何君堯就朱經緯被判刑發帖，質疑道：
「有些裁判官的量刑標準也非常參差和莫
名其妙。對輕微犯錯的執法人員，就重判
入獄3個月監，而對衝擊立法會的滋事分
子，則輕判社會服務令！是否 Short 咗
呀？」

■朱經緯前日被判囚3個月。 資料圖片

民建聯代表團昨訪問廣東，向廣東省領
導反映香港人期待在廣東先行先試、落實
完整國民待遇的訴求，涉及便利生活、創
業、就業三大重點關注領域，共16項具
體建議，均得到廣東省方面的積極回應。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大勢所趨，更是
十九大報告指明的方向。該16項措施如
能夠落實，將可為香港人在內地的生活、
創業和就業提供實實在在的便利和實惠，
不僅有利於拓展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的發展
空間，也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
展，實現人才流動、優勢互補。期待特區
政府抓緊與廣東省政府和有關部門協調磋
商，讓這些便民惠民措施早日能夠一一落
實。

根據統計處數據，目前在內地定居的港
人高達52萬，他們中部分是穿梭兩地的專
業人士，是香港與內地人才、專業互補的
生力軍。與此同時，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
在內地讀書且有意向留在內地發展事業，
他們對兩地合作發展都有重要作用。不
過，由於多方面的原因，香港人目前仍未
能在內地享有完整的國民待遇，在內地的
創業、工作、學習和生活等方面仍受到不
少限制，這種局面不利於港人進一步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中共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支持香
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
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
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門居民
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中央政府雷厲
風行，上月公佈了三項便利港澳居民在內
地求學、工作和生活的措施，包括增加港
澳學生獎學金、開放科研項目供港澳研究
人員申請資助，以及容許在內地工作的港
澳台居民享有住房公積金待遇，減少港人
尤其是年輕人對北上工作生活的顧慮。

廣東省與港澳地區比鄰，彼此之間語言
相通、文化相近，經濟發展的差距越來越
小。國家亦明確支持廣東省在粵港合作方
面「先行先試、重點突破」。民建聯本次
提出的16項具體建議，涵蓋港人在內地工
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是廣東省方面
可以落實的，有望在短期內實現；有些是
需要國家層面協調落實的，則需要持續跟
進。特區政府應該在這方面積極作為，主
動因應港人在內地生活面對的種種問題，
與內地積極互動協調，新措施應成熟一項
推出一項。展望未來，港澳特區和廣東省
都必須抓住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帶來的
歷史機遇，三地政府應積極協調，探求在
大灣區範圍內給予港澳居民完整的國民待
遇，讓港人充分把握「一帶一路」和粵港
澳大灣區帶來的機遇，同時推動兩地間更
緊密的合作，實現優勢互補，達至雙贏。

推動港人享國民待遇 促進大灣區優勢互補
立法會財委會今天及明天召開特別會議，處理修訂會

議程序的機制。財委會成為近年拉布的重災區，大量不
涉爭議的經濟民生項目撥款遭反對派拉布拖延，香港發
展受阻，市民利益受損。修訂財委會會議程序刻不容
緩，事在必行，唯有糾正財委會的拉布歪風，才能提升
工作效率。在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之後，反對派狙擊施
政的能量大減，為保住所餘無幾要脅政府的政治工具，
反對派必定全力反撲。建制派議員更要團結齊心，毫不
退讓，以香港發展大局為重，以民生福祉為念，堵塞財
委會會議程序的漏洞，降低拉布的可乘之機，力保財委
會回復正常。

審核及通過財政預算、稅收和公共開支，是立法會的
重要職能之一，財委會更扮演重要角色。近年反對派為
謀取政治利益、炫耀政治能量，在財委會不僅不能恰當
行使權力，發揮對公共財政必要的監察作用；而且濫用
權力，把財委會當作干擾施政的主要戰場，大打拉布
戰，逼政府讓步。連沒有政治爭議的醫療、房屋、長者
生活津貼、公務員薪酬等民生撥款，都被一拖再拖；創
科局、新界東北發展、港珠澳大橋、高鐵香港段等增加
土地供應、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重大項目，關乎香
港長遠發展，但在財委會幾經艱難才通過撥款，更屢屢
引發社會激烈爭議，造成不必要的爭拗。

去年財委會完成審議29項財務建議，較前年的88個
大減八成，批出的金額亦相差500億元。財委會平均一
個項目用4.2個小時審議，比前一年慢了一半。財委會
飽受拉布之累，議事效率低，費時失事，不但民生受影
響，社會發展也被拖累，市民的不滿越來越大。情況顯
示，財委會目前審批撥款的程序存在容易被人濫用的弊

病，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例如反對派為拖延撥款，經
常提出中止待續，令財委會討論的事項被迫腰斬。

針對財委會會議過程日趨複雜，現行會議程序已不能
滿足工作需要，建制派議員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取消休
會待續動議、訂明每名議員只能就每項議程作一個俗稱
「37A」的臨時動議、記名表決鐘聲由5分鐘縮至1分
鐘、財委會主席有酌情權決定每次會議的時間長度，以
及若要財委會討論已獲工務小組或人事編制小組通過的
項目，須先獲相關小組議員同意等。通過這些建議，可
以簡化財委會會議程序，將會議程序「正規化」、「條
文化」，更重要的是，防止反對派濫用拉布。

早前立法會大會成功修改議事規則，增加了反對派在
大會拉布的難度和成本。可以預見，為保住僅餘的拉布
權，反對派肯定無所不用其極阻礙財委會修訂會議程
序，視之為「不能再輸的戰役」。反對派必將以「守住
公帑」為名，攻擊政府「濫建大白象工程」，抹黑建制
派淪為「舉手機器」、做政府幫兇、浪費香港納稅人血
汗錢討好內地，藉此打輿論戰、民意戰，增加財委會修
訂會議程序的壓力和困難。

財委會修訂會議程序的挑戰不可低估，建制派議員應
繼續發揚修改大會議事規則的成功經驗，保持通力合
作，決心堅定，財委會主席更要果斷行事；同時建制派
有必要充分向市民解釋，修訂財委會會議程序並無削弱
監督政府的功能，只會令到討論更聚焦，議員更嚴格有
效監察政府開支和撥款，避免做「大花筒」，而財委會
議事效率提高，審批民生、基建、經濟等範疇撥款功能
回復正常，香港發展重回正軌，市民受惠，相信主流民
意無理由不支持財委會修訂會議程序。

修訂財委會會議程序遏拉布歪風事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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