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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港」街站撐警 市民踴躍簽名

警隊五位前高層為同袍打氣
指警方武力恰當 盼牢記安民防罪使命

本報強烈譴責惡意誤導中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最近在

社會上大搞陰謀論和製造謠言，用不實說法和
揣測煽惑公眾。網台「D100」節目主持人鄭家
富昨日在其節目中以「大膽揣測」為擋箭牌，
質疑香港文匯報和大公報的攝影記者或其「老
闆」，會將示威者的相片交給警方云云。本報
就此發出嚴正聲明，指出鄭家富毫無事實根據
的「揣測」，是惡意干擾新聞自由的行為，
「我們予以強烈譴責！」
聲明重申：「我們作為香港新聞機構，嚴格

按照新聞自由原則和新聞從業者的專業操守，
從事新聞採訪工作，不會做任何超越傳媒操守
底線的事情。對於任何惡意的誤導和攻擊，

我們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
利！」

「揣測」新聞照片運用
鄭家富昨日在其節目中訪問香港攝影記者協會

署任主席陳奕釗，談到該協會前主席郭顯熙被質
疑其中立性的風波時，無故牽扯文匯報和大公報
在其中。鄭家富稱，「我對大公、文匯啲攝記，
佢哋影完啲相，老闆可能—唔係經呢個記者
吖—老闆可能就交咗畀警方，其實機會係有㗎
喎，係咪呢？我『大膽揣測』啦，可唔可以咁
講？」雖然陳奕釗已拒絕回答有關問題，但鄭家
富仍追問「有冇可能」，陳奕釗則重申︰「我真
係唔可以代佢哋答呢個問題。」
有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鄭家富的說法是嚴重、無理的指控，對有
關媒體及前線記者極不尊重，並擔心有關說法

會影響記者採訪工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就算持不同
的立場，也應該尊重，不能任意抹黑及詆譭，
尤其在現今的社會氣氛下，更不應該無事生
非，製造不必要的社會矛盾。對於鄭家富的
「大膽揣測」，他批評這是對有關傳媒機構無
理和嚴重的指控，更對該機構的前線記者極不
尊重，或會令他們日後進行採訪時構成不必要
的困難。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認為，新聞工作為社

會的第四權，扮演監察社會的角色，讓大家從不
同角度監督社會，不會偏頗或變成「一言堂」，
故大家應該互相尊重，但鄭家富卻發表針對個別
傳媒和前線記者的言論，實屬一種侮辱。
他更批評，鄭家富這種無謂的揣測，直接影響

到前線記者的工作，變相妨礙新聞自由。

工聯會赴警總表達敬意

李飛：示威不能違法傷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連日在香港挑起一場場非法的圍堵「示
威」，破壞社會秩序和運作。全國人大憲
法和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飛昨日在北京

表示，香港是法治地方，和平集會是可
以，但用暴力反對政府，他不可理解。他
強調，示威者不管怎樣也不能違法，亦不
應傷害警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香港中
資銀行業協會、香港中資證券業
協會、香港中資基金業協會共
30餘名代表，昨日一同前往警
察總部，慰問連日來秉公執法的
前線警員，並向警察福利基金捐
款100萬元。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企業

協會執董盧瑞安表示，香港各中
資協會及廣大駐港中資企業均堅
定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感謝特首帶領特區政府勇於
承擔，為香港的福祉做出了無私
的奉獻和艱辛的努力，期盼有關
事態盡快平息，香港得以保持良
好的營商環境，在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等方面取得新的成效。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國企業

協會副會長閻峰表示，近期香港
圍繞修訂《逃犯條例》出現紛爭
和部分示威者衝擊警方的情況。
前線警員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之
下，仍堅守崗位，維護香港的安
全與穩定，充分展示了香港警隊
的專業性，四中資協會支持警方
嚴正執法，對守護香港公平正義
的前線警員致以慰問和感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繆健詩）工聯會昨日
下午到灣仔警察總部聲援，向連日來艱辛工作
的警員致以崇高敬意，並借此表達對警察嚴正
執法的支持。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表示，示威者近日在衝

突中用暴力衝擊警方防線，更向警員投擲危
險物品，又包圍警察總部，破壞大樓設施，
嚴重影響警方工作，但警員仍然盡忠職守，
展現高度專業，工聯會為此向警隊致以最高
敬意。

吳秋北：全力支持嚴正執法
他強調，任何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搞亂市
民生活的舉動，都是在損害港人的利益，而示

威者漠視法紀、癱瘓香港正常運作的行為，更
應予堅決抵制。因此警方對違法行為嚴正執法
應受尊重，工聯會對此會給予全力支持。
他又指，市民可以通過選舉選賢任能，代
表自己在議會發聲，故反對任何以暴力威脅政
府妥協的做法。而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使警
隊無法運作，最終受害的還是市民。工聯會期
望，示威者要用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
特別年輕人作為未來社會棟樑，更要珍惜生
命，保持理性，好好學習，將來貢獻社會。
隨後，工聯會一行逾30人一同高呼「除暴
安良、維護法治、嚴正執法」的口號，又送上
果籃、簽名紀念冊以及寫有「除暴安良 激濁
揚清」的書法為警員打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伍軒沛）
就近日大批警員被「起底」及網絡
欺凌事件，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
帆昨日到灣仔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
員公署約見私隱專員黃繼兒，要求
嚴肅跟進警員在網絡被「起底」問
題，檢討現行私隱條例阻嚇性是否
足夠。黃繼兒指，從上周起已接獲
逾130宗警員及家屬被網上起底投
訴求助，正積極跟進。
葛珮帆昨日下午約見私隱專員黃
繼兒，提出四點要求：促請私隱專
員公署跟進網絡起底的問題，調查
相關洩露及散播個人私隱的違法情
況；要求相關網上平台及討論區的
管理員或營運商，立即移除及停止
上載侵犯個人私隱的內容或帖文；
跟進因私隱問題受到影響的警員及
其家屬，並給予法律協助；檢討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在打擊及
懲罰網絡欺凌或起底時是否具足夠
的阻嚇性。
葛珮帆說，網上討論區及社交
媒體近日湧現不少欺凌警員的
「起底」行動。網民大量發佈警
員的姓名、警員編號、社交網站
照片及住址等等個人資料，更有
上載警員個人及家人的手提電話
號碼及身份證號碼，任人取閱，
嚴重侵犯個人私隱。當中，更有
警員表示已因網絡起底而受到電
話滋擾，更有警員子女被「接放

學」，可見侵犯私隱的情況已極
其嚴峻。
她表示強烈譴責有關人等嚴重

侵犯警員及其家人的個人私隱，
以及當中所散佈的傷害、威嚇及
仇警等言論，讓當事人承受重大
的心理傷害及壓力。

公署已要求網絡商刪帖
黃繼兒表示，至今已經接獲逾

130宗警員或家屬的投訴或求助個
案，由於深知網絡的傳播速度驚
人，影響力大，已經快速展開處
理和調查，要求相關網絡供應商
將涉及個人資料的內容下架。

他指出，已透過網絡供應商找
到部分上載有關資料人士，並向
他們發出通知信，若經勸喻後該
人士仍繼續上載資料，會交由執
法機關處理，刑法最高可判入獄
兩年，罰款20萬元。
他又指，接獲數十宗警員及其

家屬的投訴，當中大多涉及被恐
嚇及騷擾行為，會與警方研究是
否有刑事成分。黃繼兒承認現時
私隱條例在打擊及懲罰網絡欺凌
或起底的阻嚇性有不足之處，會
考慮是否需要增加罰則，又表示
會研究新增無需經過法庭處理的
獨立行政罰款以增加阻嚇性。

■工聯會到警察總部致送簽名冊，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守護法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民建聯促私隱公署嚴懲侵犯警員私隱罪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伍軒沛）「愛
港行動」昨日下午於長沙灣政府合署
門外擺設簽名街站，支持警察執法。
「愛港行動」召集人陳淨心稱，香港
警察的素質是世界聞名的，但是有人
肆意襲擊警員，破壞社會安寧，讓人

憤怒。她又指出，市民對撐警簽名活
動反應熱烈，前晚僅3個小時就已收集
到1,500個市民簽名，證明香港市民對
警察執法的支持度高。
「愛港行動」成員在街站高喊「撐
警隊，反暴力」等口號，又播放暴徒

用磚頭、鐵支襲擊警員的視頻，不少
市民冒雨簽名支持。
陳先生說，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近日有人衝擊政府的事件令人擔心，
年輕人是香港未來的支柱，但部分年
輕的示威者肆意破壞秩序，與警察為
敵；假如社會繼續分裂，香港的未來
將岌岌可危。亦有小朋友到場簽名為
警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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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四家中資協會慰問警隊，支持嚴正執法。 大文傳媒記者李湃豐攝

前副處長（行動）任達榮表示，從執法
人員角度看，被執法的人當然是不高

興，從示威者的支援和外國唱反調的表
現，便知道外部勢力的參與和影響，說明
這是一場政治角力，而警隊不幸被夾在中
間。他認為，現時警隊要做的是團結一
致，不要被外界搞分化影響士氣。
前副處長（行動）劉業成表示，完全感
受到在這個前所未有的艱難時刻，警務人
員所面對的重大壓力，他以優秀來形容警

員當日平亂的表現，並為他們感到驕傲，
勉勵警務人員不要失卻信心和希望，警隊
一定會捱得過去這個難關。

「無你哋嘅忠誠香港會冧」
前副處長（管理）馬維騄表示，過去兩
個星期目睹警隊同事堅毅面對挑釁，採取
了合法及適當的武力對抗一群口說和平，
但卻使用具極大殺傷力的武器，例如磚
頭、鐵支等去攻擊警員。儘管警隊的努力

令社會秩序得以恢復，但一些別有用心的
人以低劣的手法、不同的渠道攻擊警隊，
以公義之名作惡，打擊警隊執法的意志，
意圖動搖警隊的信心，任由破壞法治的人
肆意妄為。
他呼籲警務人員切莫動搖，「你們沒有

做錯！一定要堅持到底，很多市民是支持
你們的！」
前助理處長（刑事）李伯樂表示，警務
人員面對如此艱難的局面，最重要的是相

信自己所做的事正確，他又指這場仗未打
完，警隊要上下一心，「因為無咗你哋嘅
忠誠，香港會冧㗎！」
前助理處長（刑事）何婉霞讓同袍緊

記：「你哋一定唔係孤軍作戰，除了我哋
一大班退休嘅同事、家人永遠撐你哋之
外，仲有好多好多香港市民支持你哋！」
她為同袍英勇表現而驕傲、感動、振
奮！「全體警務人員為信念和使命而戰！
香港市民更需要警隊守護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景源）警隊多名前高層昨日

撰文為前線警務人員打氣，

他們均指警隊在處理最近暴

力示威所採取的措施和武力

是絕對合理和恰當，勸勉所

有警務人員雖然遭受無理批

評，但只要記住警察的核心

責任是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和

防止罪案發生，為達至這些

目的，採用適當的武力是無

可置疑。

昨日，有網台主持人在節目中聲稱，「大膽
猜測，文匯報、大公報記者拍攝的圖片會不會
交給警方？」這個猜測毫無事實根據，而且引
導受眾產生聯想，將矛頭指向本傳媒機構，對
本報的聲譽以及前線採訪人員的人身安全和心
理產生了嚴重影響。對於這種惡意干擾新聞自
由的行為，我們予以強烈譴責！

本報重申：我們作為香港新聞機構，嚴格按
照新聞自由原則和新聞從業者的專業操守，從
事新聞採訪工作，不會做任何超越傳媒操守底
線的事情。對於任何惡意的誤導和攻擊，我們
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

香港文匯報

嚴正聲明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