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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警察受傷。香港多個團體代表昨

日下午到灣仔警察總部，讚揚警員

守護市民安全、維護法治，並送上

果籃及鮮花為警方打氣，及慰問因

執法而受傷的警員，表明堅決支持

香港警隊果斷執法，維護法治，捍

衛市民安全，堅決維護香港的繁榮

穩定。他們並強烈譴責暴徒，希望

警方繼續依法執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卓鋒、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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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大批暴徒
日前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及堵塞金鐘、中
環一帶，部分人更以武器攻擊前線警員，
多個政黨及政團均嚴厲譴責這種嚴重威脅
人身安全及破壞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同
時呼籲家長及教師不要讓學生及年輕人走
上暴力抗議的前線。他們重申支持《逃犯
條例》修訂，並期望社會各界務實及理性
全面考慮法案及其修訂，並認真負責地，
更有建設性地審議有關修例。

李慧琼：衝突遠超自由底線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發表聲明，指香

港社會都清楚見到立法會因前日的暴動事
件而無法履行其憲制責任，陷入前所未見
的困局，衝突事件更導致了大批警察和示
威者受傷。
她強調，香港社會各界對今次修訂《逃

犯條例》立場鮮明，不同的觀點與角度，
都通過多元渠道充分反映，惟有部分極端
又具暴力傾向的示威者選擇了強行佔路，
暴力衝擊警方防線，更引致大批年輕人向
執行職責的前線警員投擲磚塊和削尖了的
鐵支，暴力程度令人震驚，所引致的危險
令人心寒、心痛。

她續說，這些行為遠遠超過言論及表達
自由的底線，是嚴重威脅人身安全及破壞
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各界必須予以最嚴
厲的譴責。在立法會恢復會議前，民建聯
呼籲各位示威者要保持克制理性，馬上停
止一切激進暴力衝擊行為，不要令議會紛
擾亂象再進一步惡化，好讓其履行憲制責
任，維護香港長期以來努力建立的社會秩
序及法治精神。
李慧琼強調，年輕人是香港的明日棟
樑，暴力行為危及其本身的安全，可能傷
及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更可能影響他們
的前途，甚至必加劇社會的撕裂。要化解
危機，走出困局，社會各方必須團結一致
提出建設性方案。
為此，民建聯期望各界務實及理性全面考

慮法案及其修訂，而不是一刀切要求撤回修
訂《逃犯條例》。確定方向，務實廣研，反
對聲音除質疑、挑戰、否定條例草案外，可
認真負責地，更有建設性地審議有關修例。

黃國健：警表現已非常忍讓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昨日在接受傳
媒訪問時表示，身為一名議員及香港人，
他對前日的示威感到心痛及心寒：心痛的

是示威者當中的年輕人，本來都有很好的
前途，心寒的是難明為何這些年輕人要以
暴力手法表達訴求，損害香港形象。
他認同是次暴動是一場由外國策動的

「顏色革命」，而警方前日對待這些「示
威者」時，和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執法人員
的粗野表現比較，已經表現得非常忍讓，
而所使用的武力亦合適。

葉太：不要讓年輕人上前線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強烈譴責前日的

嚴重暴力行為。她指，示威者前日下午行
動升級，暴力衝擊一直在場克制及忍讓的
警員。「從電視所見，示威者不理警方勸
喻，衝擊警方防線，並向警員掟雜物，後
來更升級至具殺傷力的鐵通、磚頭，甚至
投擲易燃品，令現場起火，情況非常危險
及混亂。警方一方面要維持秩序，一方面
又要保護立法大樓內的議員及職員等，實
是疲於奔命。」
她強烈譴責有關人等的嚴重暴力行為，

並呼籲家長及教師，不要讓學生及年輕人
走上暴力抗議的前線。同時，她還對執勤
的警務人員致上崇高的敬意，並慰問所有
受傷的警員、記者及示威者。

建制促停一切暴力衝擊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香港律師
會昨日發表聲明，表示對前日的「暴力衝
突」感到難過及遺憾，並指暴力只會令爭
議惡化以及危害秩序和社會穩定，在文明
社會是不被接納的，並促請各方進行文明
的討論以理性的方式解決分歧。
律師會在聲明中強調，香港是一個多元

的文明社會，理性的討論一直獲得社會的
尊重。律師會維持其觀點，認為條例草案
具深遠的影響，需要謹慎和全面的檢討、

討論和分析，以冷靜、理性和有建設性的
態度尋求一個合乎香港整體利益的解決方
案。
律師會強調，暴力只會令爭議惡化以及

危害秩序和社會穩定，在文明社會是不被
接納的，並促請各方進行文明的討論以理
性的方式解決分歧，以利香港未來。
香港大律師公會昨日亦發表聲明，強烈

譴責「任何一方」的暴力行為。聲明中迴
避暴徒衝擊及襲擊在場警員的事實，轉移

視線稱「嚴重關注」有影片「顯示警方作
出罔顧示威者及前線記者安全的行為」，
「包括在示威者似乎沒有對警方或公眾造
成威脅下，向一些手無寸鐵的示威者，甚
至一些顯然是記者的在場人士使用非必要
的武力，顯示警方似乎已遠超其行使維持
公共秩序的合法權力。」
聲明續稱，特區政府必須「深切自省」

是否堅持修例，又聲言「任何認為本身是
需要向公眾負責任的政府必然會暫緩修
訂，與社會各方進行對話，重新考慮立
場」。

律師會促各方理性討論解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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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慰問警察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慰問警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廣東社團總
會、香港島各界聯合會、香港深圳社

團總會、香港南平聯誼總會等多個團體昨日
派出代表到警察總部，手持「向英勇專業的
香港警察致敬」等標語，並高呼「支持警
察 維護法紀」等口號。部分團體還攜帶慰
問品送給警隊，以示他們對警方的支持。

福建社聯：年輕人受煽動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榮譽顧問

楊孫西、吳良好、施子清等一行四十多人帶
上鮮花及果籃，向警方表示深切慰問，並表
明堅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及政府修訂《逃犯
條例》。
吳換炎指出，對暴動感到非常痛心，因有

很多年輕人在不清楚修例內容的情況下，受
到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和蒙蔽，盲目參與暴
動，最終令到公眾秩序嚴重受損及多人生活
受到影響。他冀家長及教師盡自己的職責，
幫助年輕人樹立明辨是非的觀念。

廣東社總：暴行難以容忍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表示，對日前暴徒有組

織、有預謀的暴動予以強烈譴責，並譴責暴
徒佔據金鐘、癱瘓交通、以致命武器攻擊警
方的行為令市民安危受到威脅，舉動非任何
文明及法治社會所能容忍。
廣總讚揚警方表現專業克制，謹守崗位，

又對多名警員因暴徒暴行受傷表示慰問，更
對警方不畏暴力的專業精神表示無比敬佩及
衷心感謝。總會強調，堅決支持香港警隊果
斷執法，維護法治，捍衛市民安全，堅決維
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蘇長榮：有預謀毀秩序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蘇長榮等數十人

亦到場向警方贈送多箱餅乾，並展示橫額支
持警方維護法紀及嚴正執法。蘇長榮表示，
是次暴徒有預謀、有安排圍堵立法會，破壞
公眾秩序，影響市民生活，是對香港法治的
挑戰。該會強烈譴責這些暴徒的過激行為，
並對警方為保護香港及維護社會秩序所作出
的貢獻表示敬意及慰問。
他並指，暴動中的青年人受到有心人煽

動，希望他們能夠重回理性，又呼籲外界支
持修例，繼續維持香港的良好營商環境，港
人安居樂業。

蔡毅：反對派歪曲事實
香港島各界社會服務基金會創會主席蔡毅

說，事件發展至今，是因為反對派歪曲特區
政府提出的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挑起反
修例活動，而暴動是由反對派一方採取的暴
力行為而起，對此表示強烈譴責，並希望警
方能夠繼續依法執法。

張玉書：警受衝擊好無辜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副會長張玉書批評，反

對派挑起事端，煽動民眾尤其是青少年上街，
還幸香港警察十分專業，執法克制並且立場中
立，他們受到示威者衝擊實在好無辜。
十八區撲滅罪行委員會歷任及現任主席昨

日發表聯合聲明，批評暴徒有組織地佔據和堵
塞馬路，更有人多次故意衝擊警方防線，做出
危險甚至可致命的暴力行為，危害警察的安
危，癱瘓交通，影響經濟和市民的日常生活。
聲明續指，面對這些暴力行為，他們見到

警察一如以往，以專業及克制的態度作出應
對，並呼籲所有人以和平、理性和守法的方
式表達意見，以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和作為
一個法治社會的聲譽。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陳川陳川））新華社新華社
昨日報道昨日報道，，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逃犯條
例例》》的建議提出以來的建議提出以來，，得到香港主流民得到香港主流民
意支持意支持，，廣大市民期待特區立法會能如廣大市民期待特區立法會能如
期完成修例期完成修例，，堵塞法律漏洞堵塞法律漏洞，，避免香港避免香港
成為成為「「逃犯天堂逃犯天堂」「」「避罪港灣避罪港灣」。」。中央中央
政府對於特區修例也予以堅定支持政府對於特區修例也予以堅定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提出此次修例的目的是處香港特區政府提出此次修例的目的是處

理去年發生在台灣的謀殺案理去年發生在台灣的謀殺案，，同時堵塞香同時堵塞香
港整體刑事事宜協作制度方面的漏洞港整體刑事事宜協作制度方面的漏洞。。中中
央政府相關部門已多次強調央政府相關部門已多次強調，，中央政府將中央政府將
繼續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推進修例工繼續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推進修例工
作作。。修訂修訂《《逃犯條例逃犯條例》》可以建立地區間的可以建立地區間的
司法協助關係司法協助關係，，也是落實基本法的應有之也是落實基本法的應有之
義義，，更是維護香港法治核心價值和鞏固提更是維護香港法治核心價值和鞏固提
升香港良好法治形象的重要舉措升香港良好法治形象的重要舉措。。

安全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本保障安全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本保障，，法法
治和公義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治和公義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長期以長期以
來來，，正是在安全正是在安全、、法治法治、、公義的基石公義的基石
上上，，香港成就了自己的發展傳奇香港成就了自己的發展傳奇。。
面向未來面向未來，，香港更需要全力維護特區香港更需要全力維護特區

安全安全，，守護法治和公義核心價值守護法治和公義核心價值，，為市為市
民安居樂業民安居樂業、、香港繁榮發展創造優良環香港繁榮發展創造優良環
境境。。特區政府尊重民意特區政府尊重民意、、依法辦事依法辦事、、積積
極推進修訂極推進修訂《《逃犯條例逃犯條例》，》，並開展廣泛並開展廣泛
諮詢諮詢，，獲得主流民意支持獲得主流民意支持。。

新華社新華社：：主流民意撐修例主流民意撐修例 中央堅定支持中央堅定支持

台新黨：修例落實法治 沒理由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香港反修

例暴徒暴力衝擊立法會及堵塞主要幹道，
警方採取果斷行動驅散。不過，台灣民進
黨當局昨日就發出所謂「旅遊安全提
醒」，更聲言《逃犯條例》修訂是「惡
法」。據中新社昨日報道，台灣新黨青年
軍在記者會上指，香港修訂《逃犯條例》
是落實法治，但遭到了惡意扭曲；修例是
因應有港人在台殺人後逃回香港、兩地卻
無從審判的漏洞，台灣沒有理由反對。
台灣陸委會昨日發出新聞稿，稱前日發

生的暴動是「遭到暴力打壓」的「示威活
動」，並稱後續示威活動可能再次發生，
遂發出「旅遊安全提醒」。陸委會發言人
邱垂正昨日更危言聳聽稱，修訂後的《逃

犯條例》這一「惡法」若通過，「不排除
將有難民問題。」日後若有港人尋求「政
治庇護」，台方「會在現有機制下採個案
處理」。
台灣民進黨當局蔡英文在勝出黨內初選

後聲言，日前的事件「讓台灣人民最深的
感受就是『一國兩制』不可行」，又聲言
《逃犯條例》有「侵害人權的疑慮」，同
時也「侵犯中華民國的主權」，「我們不
願成為這個惡法的幫兇」云云。

「太陽花」翻版 煽民粹害港
新黨青年軍昨日舉行「挺香港法治，反

民粹暴力」記者會。新黨發言人王炳忠昨
日形容，近期在香港發生的暴力示威就是

台灣「太陽花」的翻版。這兩起事件中，
參與者同樣對其所反對的法案內容一知半
解，相關宣傳都以謠言製造恐慌，也都以
暴力攻擊警察、違法攻擊公部門。台灣的
政治人物多年後才痛斥「太陽花把台灣害
死了」，「難道如今要再鼓勵民粹、傷害
香港？」
新黨文宣委員會副主委林明正表示，修

訂《逃犯條例》是因應此前有港人在台灣
殺人後逃回香港、無從審判的大漏洞，這
是法治的落實；現在，條例草案規定由行
政部門將符合條件的案件交由法院裁定是
否移交，這和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及台
灣相關法規程序都一樣，符合慣例，台灣
沒理由反對。
王炳忠在答覆現場記者提問時明確表

示，新黨支持「一國兩制」，毫不迴避。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到警察總部為警方打氣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到警察總部為警方打氣。。 記者曾卓鋒記者曾卓鋒 攝攝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支持警方果斷執法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支持警方果斷執法。。 記者曾卓鋒記者曾卓鋒 攝攝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讚警方維護法治香港深圳社團總會讚警方維護法治。。 記者曾卓鋒記者曾卓鋒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