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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煽仇警「獨調委」無意義
監警會具獨立性且行之有效 政界籲市民對警方有信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強調，所謂「獨立」，
就是已有針對警察的立場，甚至有反對派直接散播不負責任的

言論稱「見不到示威者掟磚，只見到警察放催淚彈」等。

葉國謙：監警會具公信力
而監警會是持久、行之有效、具有公信力的機制，任何對警察
的投訴都可以通過監警會和現有投訴機制處理，相信政府內部亦
會檢討警隊是否行為恰當。
他表示，香港尊重所有人表達自己的意見，但陳日君等人若為了成
立對警察不公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而公開表達一些不負責任的說
辭，與他們在宗教界的地位非常不符，也是沒有公信力的。

吳亮星批陳日君撕裂社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指出，監警會長期以來都有各方專業人士
的參與，不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希望市民都繼續尊重警察維護治
安的權威性，否則一定會破壞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他批評陳日君等人濫用自己的職位和影響力，破壞宗教維護和平的
宗旨，帶來了更多的仇恨和撕裂，終究會被到公眾唾棄。

陸頌雄：不應打擊執法權威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坦言，「監警會已經是獨立的，另外再成

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有何必要？」許多外國的調查機構亦認為，香
港警察的執法相當克制，而且「6．12事件」中的激進示威者確實採
取了非常暴力的行為衝擊警方，警察只是驅散示威者以保護自己。
「警隊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石，反對派不斷用政治目的打擊警隊的執
法權威，將來真的有事發生時，警方怎麼執法呢？」

監警會查「6．12」快夾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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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大批示威者用鐵馬等衝擊警方設在立法會「煲底」的防線。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向全體公務員
發信，感謝公務員一如以往盡忠職
守服務市民，但公務員的安全至為
重要，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情況，
以保障同事安全為大前提，作出可
行和適當的安排。
張建宗期望公務員同事繼續秉持
專業精神，引領社會一起向前看、
向前走，重建互信，共同維護香港
賴以成功的核心價值，包括法治、
司法獨立、人權、自由、包容，以
及多元社會。
他重申，香港今日的成就得來不

易，應好好珍惜，希望香港可盡快
回復平靜，放下紛爭，重新出發。

陳肇始：盼社會重新出發
另外，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

始昨日表示，香港在過去兩個星
期發生的事，對政府來說是一個
比較動盪時間，希望大家可以重
新出發。
對於有指警總被示威者包圍當日

有人濫用救護服務，陳肇始表示，
急症室接收求診人士，醫護人員會
就求診人士做分流，了解其情況，
然後提供適切的醫治。

張建宗：落閘保公僕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因

投票率極低致令今年度「斷莊」、
欠缺代表性的科技大學學生會，於
大學校園散播仇警思維，前日該會
向校長史維遞交夾雜不少粗口的請
願信，要求校方禁止警方於校園內
招募。史維昨向師生發公開信回
應，強調大學擁抱包容與開放，學
生會的要求絕不恰當，公開信又敦
促社會各界避免使用粗言穢語，以
免貶低討論過程。
史維於信中指，開放社會應容

許所有人表達不同及反對意見，
香港的法律制度，讓各界都能說

出多元乃至對立言論，正確認清
這一點。
因應學生會對警方的敵視要求，

他表示香港所有人都有很多機會去
察看與評論，警方或示威者的行為
有否不當，作為一所擁抱包容與開
放的大學，禁止警方於校園招募，
是與禁止校內批評政府政策一樣，
是同樣的不應該。
他歡迎與學生繼續對話，一同支

持香港未來，但提醒應避免粗言穢
語，因為此等表達形式會貶低
（downgrade）討論過程，並會減
低說服力。

科大校長：禁警招募不恰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激進示威者已由原本的反
對修訂《逃犯條例》，變成持
續癱瘓香港政府不同部門。對
此，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資
深大律師胡漢清昨日表示，香
港現在面臨的是一個有組織、
有資源、挑戰香港法治及香港
社會的行為。他更批評「民
陣」今日舉行的集會並不代表
香港人，批評有人「食住個
勢」，無止境地作出要求，並
與外國勾結，企圖令到香港與
中央敵對，打擊特區政府，

「讓香港的家事被國際牽着鼻
子走。」
胡漢清表示，「和平示威」

是要講求遵守社會秩序、配合
社會需要，「現在包圍稅務大
樓、入境大樓的行為根本不是
和平示威。」胡漢清說，這些
示威者「一出來就要全世界都
停」，甚至是對要去交稅或辦
理簽證的市民都出言不遜，種
種行為充滿暴力，更是挑戰香
港法治。他舉例指出，示威者
要求特區政府即刻釋放被捕人
士，就涉嫌妨礙司法公正。

胡漢清批「民陣」騎劫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

主教陳日君樞機等反對派中人昨日召開記者會，要求政

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6．12事件」。多位

政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監警會本就獨

立，且現有機制長期以來行之有效，再成立「獨立調查

委員會」並無意義，且明顯存在對警察的不公立場，希

望市民對警隊保持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於有聲音認為
政府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在「6．12事
件」中警方有否濫用武力，行政會議成員林正
財昨日表示，監警會已收到30多宗相關的投
訴，透過監警會處理有關事宜，是較快捷的方
法。另外，監警會前秘書長朱敏健說，所有涉
及警方權力的投訴，都是先由「投訴警察課」
處理，並由監警會監察和制衡，這個制度行之
有效，希望先交由現行的投訴機制處理。

監警會向來證據為本
朱敏健昨日出席一個公開場合時表示，在現

行投訴機制下，所有涉及警方權力的投訴，都
是先由「投訴警察課」處理，並由監警會監察
和制衡，這個制度行之有效，監警會過去的工

作都是以證據為本。
對於有質疑指「投訴警察課」是「自己人查

自己人」，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6．
12事件」，朱敏健說，「尊重社會的不同意
見，我在監警會工作了幾年，自己的看法是仍
然希望先交由現行的投訴機制處理。」
林正財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表示，同意

監警會前秘書長朱敏健的說法，希望監警會盡
快及用最大力度，首先調查所收到的30多宗涉
及「6．12事件」此類投訴，「希望監警會可盡
快用最快速度及最大力量，先調查該30多宗投
訴個案，以致社會可以繼續向前。無論是警
察，又或是普羅大眾，都能藉監警會，以較快
捷的方法去處理這些投訴。」
林正財並表示，希望市民多給空間予特首，

在有效的管治環境發展經濟和民生事務。

信行會休會安排合適
此外，行政會議已連續兩個星期休會，林正

財表示，行會成員有和特首保持緊密聯絡，他
認為特首作為行會主席的決定是合適，「因為
近日沒有特別大議題，行會主席覺得先着眼最
近所發生的事，多些思考是好的，我相信這個
安排是合適的。」
他又指，行會有其行事曆和程序，不擔心行

會工作因最近的事件受到影響，相信政府會按
行事曆考慮。
另一位行政會議成員周松崗亦表示，開會與

否是由主席林鄭月娥考慮行會議程和工作後作
出決定，並指行會一直在發揮功能。

政府已宣佈停止《逃犯條例》的修訂工
作，特首林鄭月娥已就修例引起的紛爭及
政府工作的不足，向市民致歉；多名司局
長亦分別透過網誌及公開場合發聲，期望
香港可盡快回復平靜，表明政府會以開放
態度虛心聆聽社會聲音，充分了解市民的
想法和期望，平衡社會不同意見。修例風
波應告一段落，香港還有不少經濟民生問
題亟待解決，相關政策和建設不能停下
來，希望社會各界盡快放下政爭，支持政
府迎難而上，廣泛凝聚民意，聚焦發展經
濟民生，造福市民，讓香港重新出發。

社會各界都看到，修例風波造成社會的
嚴重對立和撕裂，接連的暴力衝擊嚴重破
壞社會秩序和法治底線，香港社會繼續陷
入無日無之的政治衝突，各項有利經濟民
生的工作都難以開展。風波若持續下去，
全港都是輸家。

本港目前必須處理的迫切性民生問題很
多，就拿首當其衝的拓地問題來說，其中
「土地共用先導計劃」仍在處理。該計劃
下，六七成房屋會用作公營房屋，原本預
期今年六七月可交具體建議給特首，但由
於修例風波影響可能需較多時間籌備。該
計劃是短中期增加房屋供應的手段之一，
倘計劃延期推出，本港房屋供應短缺的問
題將更為突出，尤其公營房屋供應斷層的
風險更大，不利改善普羅市民居住環境。

再者，如果立法會不能盡快重回正軌，
一定會嚴重影響民生。其中財委會會議已
第二次延期，財委會及工務小組尚在審議
的民生工程撥款高達734億元，會議延期令

多個關係本港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項目
受到延誤。本港有逾 40 萬名建造業從業
員，撥款涉及這些從業員的生計。如果立
法會不能進入正軌，全行包括專業人士將
飯碗不保。為減低修例風波對經濟民生的
影響，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已宣佈將於下月
加開37小時會議，希望立法會不同黨派的
議員，以市民利益為重，勿再糾纏修例風
波，理性討論、審議與政治無關的經濟民
生項目。

過去兩年，特首林鄭月娥勵精圖治，全
力破解土地房屋供應難題，加大扶貧力
度，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大幅增加教育
投入，優化長者生活津貼制度。這一系列
改善民生的措施惠及廣大市民，得到社會
廣泛認可。同時，林鄭月娥積極推動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協助港人尤其是年輕人把握寶貴的發
展機遇。廣大市民絕不希望修例風波打斷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融入大灣區的良好
發展勢頭，不想香港再陷入嚴重內耗的困
境。

悠悠萬事，民生為大。孫中山先生曾指
「 民 生 能 夠 實 行 ， 社 會 問 題 才 可 以 解
決。」社會實在應該放下修例爭議，重新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努力化解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為年輕人提供更多更
好的出路。目前面臨較大的困難挑戰，但
越是艱難，越是需要政府和市民攜手合
作，共渡時艱，積極作為，以信心和
決心突破困局。

放下修例政爭 迎難而上發展經濟民生
近日，有關警方、消防、醫護等各方面處理

「6．12」事件的謠言甚囂塵上。反對派、激進
派利用反修例風波製造「白色恐怖」，企圖打擊
維護法治的正義言行，包庇違法暴力惡行，助長
挑戰法治、暴力亂港的囂張氣焰。這種顛倒是
非、加劇社會撕裂的手段，對香港後患無窮。警
方、教育界乃至社會上沉默的大多數，有必要挺
身而出，明辨是非，弘揚正氣，保障香港法治穩
定，保障下一代免受歪理邪念誤導。

反對派和激進組織利用謠言謊言，煽動部分不
明真相的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參與反修例的抗爭
行動，對香港的良好法治、社會和諧造成嚴重衝
擊。在他們煽惑的反政府、抗法治的歪風中，近
日各種謠言滿天飛，有指關警方在「6．12」當
日硬登救護車、強行帶走傷者；有傳公立醫院護
士「篤灰」，暗中向警方舉報求治的受傷示威
者；網上更湧現不少欺凌警員的「起底」行為，
有網民大量發佈警員姓名、警員編號及其家人資
料，明目張膽進行滋擾恐嚇。

反對派透過不盡不實的謠言、恐嚇，將維護
法治、制止暴力的正當合理行為污名化，炮製
渲染白色恐怖氣氛，令警方與消防、醫院等執
法機構和公共機構，以及各機構內部互相猜
疑，破壞警方和各界良好的互信合作關係。反
對派製造、散佈白色恐怖氣氛，一是要令人不
敢伸張正義，對違法暴力行徑視而不見、聽之
任之；二是企圖加深違法暴力者對警方、政府
及社會的仇視，亦更有恃無恐、為所欲為，挑
戰警方和法治，令香港更動盪不安。

香港作為法治社會，尊重法治是不可動搖的
核心價值，正邪不容顛倒，是

非不能混淆。警

務處處長盧偉聰已表示，會責成一名助理處長
級人員，透過警隊社交媒體，迅速回應及澄清
坊間惡意中傷警察的流言及失實報道。政府紀
律部隊人員總工會昨日亦向盧偉聰發公開信表
明，紀律部隊會繼續團結一致全力支持警方果
斷執法，維護法紀。警方、紀律部隊作為護法
治、保安穩的中流砥柱，面對艱難和壓力，站
出來掃除流言，澄清事實，維護法紀，有利揚
清激濁、彰顯公義。其他政府部門、公營機構
亦應效法警方，設立類似機制，引導社會和公
眾抵制白色恐怖，明是非、駁歪理，以示邪不
勝正，避免香港的核心價值觀被扭曲。

面對白色恐怖，越是退縮忍讓，違法暴力的
邪氣越是得寸進尺，香港必永無寧日；唯有勇
於抵制，明真相正視聽，白色恐怖才會沒有市
場。有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已約見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投訴侵犯警員及其家人個人私隱的惡
行，促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積極跟進事件，為
受影響的警員及其家人提供必要支援及法律協
助。有關做法值得肯定和歡迎。在法治公義遭
受嚴峻挑戰、是非黑白被嚴重混淆的關鍵時
刻，建制派、社會各界尤其是教育界，要以對
香港及下一代負責的精神，對各種謬論歪理直
斥其非，無畏無懼用行動力挺法治公義、振奮
人心。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流
言蜚語、白色恐怖或許得逞一時，但是絕不會
長久。廣大市民依然支持警方維護法治，支持
政府依法施政，帶領港人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重建和諧。只要港人相信自己、相信香
港、相信國家，一定能掃清迷霧，把香港管理
好、建設好。

明是非弘正氣 抵制「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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