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煽上街不止暴 反對派真禍首
暴力衝擊立會 大肆破壞超越法治底線 法律界同聲譴責暴徒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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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大批示威者昨日
使用鐵籠車、鐵支暴力強攻立法會大樓，有示
威者更向警察投擲石灰及煙霧彈，香港警務督
察協會和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分別發表聲明
強烈譴責違法暴行，警告違法者必被追究到
底、承擔刑責，並呼籲年輕人切勿進行違法示
威行動，否則肯定會被大部分市民所唾棄。

矢言追究到底
督察協會發表聲明指：「協會對今早（指昨
早）有不法分子，在示威期間向同事投擲腐蝕
性液體的行為予以強烈譴責，警告不法分子，
此舉已觸犯嚴重刑事罪行，犯罪者一定會被追
究到底！而管方已經迅速了解事件及作出聲
明。協會祝願受傷的13位同事早日康復！希望
警隊每位同事能夠團結一致，面對眼前的艱辛
工作，一同守護香港！」
警員協會主席林志偉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強烈譴責暴徒襲擊執行公務的警務人員，
嚴厲警告侵害警務人員，最高可被判處終身監
禁，而警方一定會對暴徒追究到底。他提醒前
線同事，盡忠職守之餘，亦要注意保護自己安
全。
林志偉呼籲示威者切勿進行暴力違法行動，
指違法行為會被大部分市民所唾棄。他指出這
次攻擊警隊、衝擊立法會的違法行為十分嚴
重，希望示威者盡快收手、回頭是岸，否則將
來東窗事發，被警方拘捕時後悔終身。
他勸喻年輕人切勿被煽動者所迷惑，強調衝
擊政府部門及襲警是嚴重罪行，會承擔嚴重後
果。他指出現在社會氣氛不正常，出現暴力違
法示威的歪風，許多年輕人視暴力違法為理所
當然，這是十分嚴重的錯誤，。
他提醒家長對子女嚴加管教，要教育下一代
一定要守法，以免貽害終生。他再次呼籲示威
者一定要守法及和平，千萬不可以衝擊警察防
線；警方一定會對任何違法行為追究到底，違
法必將承擔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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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昨晚策動了前所未有的立
法會暴動，新界九區區議會主席及一群區議員昨晚發出聯署聲明
說，暴徒的行為嚴重衝擊了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超出法治和道德
的底線，「我們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聲明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市民已有充分的自由及渠道和平表

達不同的意見。再者，表達意見不能使用暴力、不能傷害他人身
體、更不能挑戰法治的底線。部分示威者的暴力行為已涉嫌觸犯暴
動罪，也嚴重抵觸了香港社會一貫所崇尚的法治核心價值，「我們
對此表示極大的憤慨！」
聲明續指，目前香港社會已陷入極大的危機，特區政府的管治權

威受到前所未見的衝擊。「我們呼籲社會各界放下歧見，共同抵禦
暴力，為盡快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共同作出承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示威者以極暴力手段衝擊、破
壞立法會，香港中資四大協會昨晚共同發聲，強烈譴責衝擊立法會
的暴徒，並堅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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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發出聲明，批評部分示威者昨日以極
暴力手法衝擊立法會，以鐵籠車和鐵支等攻擊性武器破壞立法會玻
璃大門，拆除大樓外鐵質護欄，其極端惡行令人髮指，是不折不扣
的暴徒行徑。
四協會代表廣大在港中資企業，對激進暴力分子予以最强烈的

譴責，表示堅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將暴徒繩之以法。他們並呼籲
愛好和平、堅信香港核心價值的市民，與激進暴力分子劃清界線，
發出不容破壞社會秩序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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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面示威者將立法會圍欄一條條拆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示威者在立法會辦公室搗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昨
日發表聲明，表示強烈譴責示威者以暴力手法衝擊立法
會，在大樓內肆意破壞，行為無法無天，嚴重破壞香港
優良的法治傳統。
聲明強調，香港是法治的社會，暴力行為向來不為社

會所接受。對示威者的暴力行為，行政會議全體非官守
議員支持警方追究責任，把違法者繩之以法，維持公眾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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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對此等極端激進暴力分子的兇惡行徑予
以最強烈譴責，他們的所作所為不但已嚴重破壞
社會秩序和損害法治，更屬觸犯了嚴重罪行，完
全背離了基本法賦予市民和平請願表達意見權利
之範疇。民建聯期望及促請社會各界能齊心譴責
極端暴力分子此等瘋狂甚至恐怖惡行，並支持警
方依法執法，追究一切暴力傷人違法行為，迅速
偵辦徹查及嚴懲違法之極端暴力分子。

大批有組織有預謀的蒙面暴徒極端暴力，以磚
塊、鐵支等硬物衝擊，接二連三衝擊立法會，更
向警方投擲腐蝕性水彈及石灰彈，拆除大樓鋼
板，打穿玻璃門，拋入燃燒物，已超出法律和道
德底線，工聯會予以最嚴厲譴責，並呼籲香港社
會各界人士放下對立，絕不能姑息違法暴行，同
時為社會恢復安寧共同承擔。

示威者多次暴力衝擊大樓，顯示該批暴徒已經
失去理智，超越法治底線，經民聯對該部分暴徒
罔顧法紀、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嚴重損害香港國
際形象的行為予以嚴厲譴責，並支持香港警察嚴
正執法，將涉事暴徒繩之以法，以捍衛香港法
治，維護社會安寧和穩定。

大量示威者圍堵及衝擊立法會，衝擊警方防
線，並以鐵籠車及鐵支等攻擊性武器毀壞立法會
玻璃門、大閘，新民黨予以強烈譴責。任何違
法、暴力衝擊立法會、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社
會絕不容忍。新民黨呼籲警方嚴正執法，同時向
辛勞執勤的警務人員致敬。

政團最強烈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大批身穿黑衣、戴上頭盔、口罩的示威者昨日暴力衝擊立法會大樓，

以鐵支、鐵籠車、磚頭等撞毀立法會的玻璃門，更闖入大樓內大肆破壞。香港法律界昨日齊聲譴責暴徒的暴

行，批評有關人等所為已超越香港的法治底線，干犯包括「暴動」、「非法集結」、「公眾妨擾」、「刑事

毀壞」、「在公共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罪行，最高可處終身監禁。同時，他們譴責其他反對派議員鼓吹

年輕人上街示威，在情況一發不可收拾下未有制止。事態發展至此，反對派責無旁貸。

新界9區會主席：極大憤慨

中資四會挺警嚴正執法

行會批無法無天損法治

親反對派的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
昨晚回覆傳媒查詢時，稱對示威者暴

力衝擊立法會大樓的行為「非常失望」，
認為這與香港一貫的和平遊行並不一致。

大律師公會質疑攻擊意義
他說，示威者可能覺得議員不代表他

們，但希望示威者想清楚為什麼要攻擊大
樓，希望他們停止衝擊，「那裡（立法會
外）的人應該停下來想想，他們做的事有
什麼意義，他們正在攻擊立法會大樓，我
希望他們退一步想想。我真的非常失望，
看到這些擾亂公眾秩序、嚴重刑事損壞的
事。你（示威者）應該知道這樣做，將會
壓制我們和平示威的權利。」
戴啟思認為其他和平參與集會者應遠離

暴力示威，避免受傷或被捕，又估計警方
可能以各種違反《公安條例》的理由檢控
示威者，而比較肯定的是刑事毀壞罪。
他強調，特區政府不應向暴力衝擊行為

讓步，但同時應該作出「適當回應」，以
緩和社會氣氛。

律師會促示威者停止違法
香港律師會會長彭韻僖批評，衝擊立法

會的行為嚴重破壞香港法治，示威者應受
到譴責，冀警方嚴正執法，示威者停止違
法行為。
她形容，衝擊立法會的場面令很多人感

到痛心，並非平時所見的香港，認為這種
暴力方法表達意見完全不能接受，無助解
決問題。她說，示威者的訴求非常清楚，
相信政府會溝通和聆聽意見，但示威者必
須先冷靜下來，不能以這種失去理性的狀
態解決問題。她希望每個香港市民，特別
是法律界中人，都能夠盡一分力維護香港
法治。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

學院教授陳弘毅昨晚在fb發表聲明指，形

容示威者的暴力衝擊情況令人「慘不忍
睹」。

陳弘毅批公民黨諉過政府
他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立法會是香

港的立法機關，即使議員有不同政見，也
是在基本法和其他香港法律所規定的框架
下為香港的整體利益進行立法工作。「我
相信我們絕大多數香港市民都會同心譴責
今（昨）天這些示威者的所作所為。」
陳弘毅希望香港能保持繁榮安定，繼續

是一個多元、開放、寬容、和平與仁愛的
社會。持不同政見者應該在互相尊重的基
礎上，通過理性討論，以合法的途徑解決
其紛爭。「作為法律工作者，我必須強
調，無論是身體的暴力或語言的暴力，除
非是法律所允許的，否則都是違反法治、
人權和正義的。」
對公民黨等反對派政黨在事件發生後的

聲明，不但沒有譴責或反對那些對立法會
的暴力衝擊和「佔領」行為，更將責任推
卸到特區政府身上，陳弘毅形容有關聲明
「令人感到痛心」，（公民黨）其核心成
員包括大律師的這個政黨，竟然可以縱容
暴力和明顯犯法的行為，視法治為無物，
這是法律人的悲哀，也是香港的悲哀。」

法學基金批反對派圖卸責
香港法學基金會在聲明中譴責示威者襲

警。有示威者當日約9時30分向在場警務
人員投擲腐蝕性液體，造成共13名警員受
傷，需送院治療。這是嚴重犯罪，除了傷
害警察，也可能傷及其他無辜的人，必須
予以嚴厲譴責。根據《侵害人身罪條
例》，「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淋潑腐
蝕性液體罪」，最高可判終身監禁。
聲明並列出數條激進示威者可能干犯的

罪行，包括《公安條例》第十八條「非法
集結罪」，最高可處5年監禁；第十九條

「暴動罪」，最高可處10年監禁；第三十
三條「在公共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
最高可處3年監禁；普通法「公眾妨擾
罪」，最高可處7年監禁；及《刑事罪行
條例》第六十一條的「刑事毀壞罪」，最
高可處10年監禁等。
聲明最後譴責反對派議員鼓吹年輕人上

街示威，令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如今，
鼓吹之人都未能叫停，見有途人被示威者
暴打，亦不曾制止。事態發展至此，反對
派是責無旁貸。」
亞太法律協會亦發表聲明，嚴厲譴責肆

意破壞立法會設施並強行闖入立法會者，
又譴責部分所謂「泛民政黨」及有關人
等，假民主公義之名，慫恿及縱容該等人
的瘋狂違法行為，為爭取選票而置市民安
危於不顧。
該會批評，有關人等的行為已嚴重超越

了香港作為法治社會之底線，愛好和平的
香港市民絕不容忍此等暴力衝擊之違法行
為，相關人等必須承擔罔顧法紀之一切法
律後果。
該會並呼籲特區政府採取果斷措施，使

用一切有效手段以制止此等違法行為，盡
快恢復特區的有效管治，還香港市民安
寧。

王吉顯：「分流」者亦涉煽動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會長王吉顯指

出，有人在示威人群中有意識地分流示威
者，指示示威者去支援衝擊立法會，是涉
嫌煽動、教唆，「出來和平示威的年輕
人，應該要學會保護好自己，依法表達訴
求。」
他指出，昨日情況已經失控，希望年輕

人意識到，即使是在非刻意情況下參與了
違法暴力衝擊行動，亦會受到法律制裁，
並希望警方能夠採取措施，避免無辜者在
衝突中受傷。

■示威者將立法會多任主席的掛像除下並錘打洩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示威者在立法會主席台上擺上了標語和港英旗幟，並塗污背景牆。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示威者攻入立法會議事堂後一片狼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新界九區區議會主席昨晚召開記招新界九區區議會主席昨晚召開記招，，強烈譴責暴徒行為強烈譴責暴徒行為。。

強烈譴責示威者以暴力衝擊立法會強烈譴責示威者以暴力衝擊立法會，，罔顧法罔顧法
紀紀，，破壞公物破壞公物，，危害他人安全危害他人安全，，擾亂社會秩擾亂社會秩
序序。。香港作為法治社會香港作為法治社會，，任何暴力和違法的行任何暴力和違法的行
為絕對不能姑息為絕對不能姑息。。本會感謝警方緊守崗位本會感謝警方緊守崗位，，並並
要求政府嚴肅處理要求政府嚴肅處理，，盡快將暴徒繩之以法盡快將暴徒繩之以法，，回回
復社會秩序復社會秩序。。

對遊行示威演變為暴力、包圍及破壞立法會
感到極度遺憾及予以譴責。校董學會注意到參
與暴力的行動者不少是年輕人，呼籲年輕朋友
們特別是仍在校的同學，要愛惜自己，愛護香
港，切勿參與任何暴力行動，即或對社會議題
有任何意見，亦適宜從多角度了解情況，然後
以非暴力方式表達及與其他人討論。

嚴厲譴責金鐘及立法會範圍暴力衝擊及刑事
傷人行為，面對動亂，為穩定社會安全，支持
執法部門嚴正執法。呼籲任何人特別是學生切
勿參與違法行為，教育工作者緊守崗位，以保
障社會為第一要務。教評會亦建議舉行政府、
議會、各界代表諮議會，收集意見改善施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商會昨日深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激
進示威者嚴重衝擊和大肆破壞立法會大樓，嚴重超出自由表達意見
的底線，並支持香港警方將違法分子繩之以法，保障社會秩序和市
民安全。
香港中華總商會在聲明中強調，該會絕不認同極端暴力分子罔顧

法紀，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和市民安全，破壞本港治安，同時呼籲社
會各界表達意見時必須堅守和平理性原則，並與暴力分子劃清界
線，守護香港法治精神的核心價值。

中總會長蔡冠深強調，香港是自由開放社會，向來包容多元意
見，即使持不同立場者亦必須互相尊重。激進示威者多番作出嚴重
暴力違法行為，既堵塞道路、又大肆破壞立法會大樓設施，更向警
方淋潑腐蝕性液體，造成多名警務人員受傷，這些行為已嚴重超出
自由表達意見的底線，對此表示極度遺憾。
他重申支持香港警方對破壞社會治安的暴力行為果斷執法，並將

違法分子繩之以法，保障社會秩序和市民安全。

嚴重超越法治底線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在聲明中指出，尊重市民以和平、理性和守

法的方式表達訴求，惟昨日示威者暴力衝擊的行為，明顯已超越了
法治的底線，嚴重擾亂公眾秩序和破壞社會安寧。
會長吳宏斌表示，留意有示威者蓄意破壞區旗區徽，並向警員投

擲不知名液體，令多名警員受傷，對此感到痛心，並強調支持警方
依法維持社會秩序，「法治是香港優良的傳統，任何暴力行為絕不
為社會接受。」

中總廠商會挺嚴懲暴徒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陳川陳川））建制派建制派4242名立法會議員昨日發表名立法會議員昨日發表
聯署聲明聯署聲明，，嚴厲譴責極端激進暴力分子昨日的暴行嚴厲譴責極端激進暴力分子昨日的暴行，，並呼籲廣大並呼籲廣大
愛好和平愛好和平、、堅信香港核心價值的市民堅信香港核心價值的市民，，與他們劃清界線與他們劃清界線，，共同向共同向
他們發出不容破壞社會秩序的訊息他們發出不容破壞社會秩序的訊息，，並呼籲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要並呼籲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要
分清黑白分清黑白，，譴責這些極端激進暴力分子譴責這些極端激進暴力分子，，維護法治維護法治。。
聯署聲明指聯署聲明指，，再有極端激進暴力分子發動連串違法行動再有極端激進暴力分子發動連串違法行動，，不不

單堵塞和佔領幹道單堵塞和佔領幹道、、更將立法會廣場的國旗換上黑色洋紫荊圖案更將立法會廣場的國旗換上黑色洋紫荊圖案
旗旗，，甚至有人將帶有腐蝕性的液體潑向警察甚至有人將帶有腐蝕性的液體潑向警察，，造成十多名警員受造成十多名警員受
傷傷，，更有途人被他們毆打更有途人被他們毆打，，持續多個小時用大型手推車和硬物衝持續多個小時用大型手推車和硬物衝
擊立法會大樓擊立法會大樓，，令立法會大樓受到嚴重破壞令立法會大樓受到嚴重破壞。。

籲市民與之劃清界線籲市民與之劃清界線
他們批評他們批評，，這些極端激進暴力分子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和安這些極端激進暴力分子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和安

寧寧。「。「他們存心搞事他們存心搞事，，擾亂公眾秩序擾亂公眾秩序，，挑戰法治挑戰法治，，根本不是他們根本不是他們
所謂的真心愛護及珍惜香港所謂的真心愛護及珍惜香港。。我們嚴厲譴責他們的暴行我們嚴厲譴責他們的暴行，，並呼籲並呼籲
廣大愛好和平廣大愛好和平、、堅信香港核心價值的市民堅信香港核心價值的市民，，與他們劃清界線與他們劃清界線，，共共
同向他們發出不容破壞社會秩序的訊息同向他們發出不容破壞社會秩序的訊息。。我們亦呼籲泛民同事要我們亦呼籲泛民同事要
分清黑白分清黑白，，譴責這些極端激進暴力分子譴責這些極端激進暴力分子，，維護法治維護法治。」。」
參與聯署的建制派議員最後強調參與聯署的建制派議員最後強調：「：「我們感謝警方堅持以專我們感謝警方堅持以專

業和克制的態度堅守崗位業和克制的態度堅守崗位，，全力維護公眾秩序和保護市民生命安全力維護公眾秩序和保護市民生命安
全全，，並向受傷的警員致以慰問並向受傷的警員致以慰問。。我們全力支持警方依法執法我們全力支持警方依法執法，，追追
究違法分子究違法分子，，將他們繩之以法將他們繩之以法。」。」

建制議員促反對派分清黑白

■■一名示威者將立法會主席身後的區徽塗污一名示威者將立法會主席身後的區徽塗污。。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聯署議員名單
廖長江 馬逢國 姚思榮 陳健波 陳振英 謝偉銓

謝偉俊 潘兆平 何君堯 陳凱欣 容海恩 葉劉淑儀

黃國健 郭偉強 麥美娟 陸頌雄 何啟明 張宇人

鍾國斌 易志明 邵家輝 林健鋒 張華峰 梁美芬

石禮謙 盧偉國 劉業強 吳永嘉 李慧琼 陳克勤

蔣麗芸 周浩鼎 黃定光 柯創盛 梁志祥 陳恒鑌

葛珮帆 何俊賢 劉國勳 張國鈞 鄭泳舜 田北辰

註：梁君彥為立法會主席，須保持中立，未有參與聯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