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衝擊立會必追究到底
指警方表現克制 重申展最大誠意與青年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獨立監察警
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主席梁定邦昨
日發表「主席的話」，表示會與全港市民同
聲譴責示威者在立法會大樓的暴力和違法行
為，同時亦非常關注過去數周的事件對香港
維持法治和秩序的影響。在同日記者會上，
他指監警會將主動審視6月9日至7月2日期
間的警民衝突事件，並預計於半年內向行政
長官及警務處提交報告，作出總結及提出改
善建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對此表示歡
迎。

林鄭：給予充足資源審視事件
林鄭月娥歡迎監警會主動詳細審視近期的

大型公眾活動，「我全力支持有關審視工
作，並承諾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會全面配
合監警會，亦會確保給予監警會秘書處充足
資源進行相關工作。」
「因應有關工作涉及重大公眾利益，我已

要求監警會考慮在6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以
及相關建議，並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早公
開報告。」她說。
香港警隊表示，會支持及配合監警會履行

其法定職能，鼓勵前線警務人員和警察評議
會職方協會就該項研究提供相關的經歷和資
料。
梁定邦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監警會決定

根據法定權力，主動審視近期數次大型公眾
活動及衝突事件，重點檢視6月10日及12
日的激烈衝突事件，及7月1日立法會大樓
遭受衝擊和破壞，估計可於半年內呈交詳細
的報告。
他透露，報告將涵蓋所有事實和情況，會

在現場搜證，及與投訴人會面，嘗試找出警
隊工作程序中可能不足之處，並不排除聯繫
國際專家提供意見。

警方允配合會「畀足料」
梁定邦指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警務處

處長盧偉聰均已承諾會全力支持有關工作，
及提供相關材料，「我們去『搵料』，警方

一定『畀足』，盧偉聰已開了這張支票，我絕對認為
他會兌現的。而行政長官亦表示支持我們執行法律職
務，需要向政府索取任何資料的話，她會全力支
持。」
監警會副秘書長（行動）梅達明將領導今次調查專

責委員會。至於報告是否公開，梁定邦表示他個人支
持公開，不過，由於涉及投訴人私隱，監警會要再開
會決定。
被問及監警會是次主動審視能否取代成立獨立調查

委員會的調查，梁定邦表示，是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
會由特首決定，而監警會提出主動審視前，並沒有與
特首磋商，監警會是執行其法律職務。
就有人質疑監警會無權傳召證人，難做到公平公

正，梁定邦強調公道自在人心，「我們會盡自己所
能，在我們委員會當中，特別多律師，我自己是律
師，有律師會主席，還有大律師公會副主席，所以日
後我們報告的成果以及事實，會予整個組織人員去審
視，他們亦會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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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前日激進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
會大樓，更入內大肆破壞，林鄭

月娥與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保安局局
長李家超、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在灣仔
警察總部緊急舉行記者會。
林鄭月娥表示，前日（1日）大家
見到兩個截然不同的場面：一個是和
平理性的遊行，體現了香港自由、多
元、包容的核心價值；一個是令人痛
心、震驚、違法的暴力場面。

指暴行損港法治核心價值
她批評，示威者強行闖入立法會大
樓大肆破壞，「這些目無法紀的暴力
行為嚴重影響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
我對此感到十分憤慨和痛心，並要予
以強烈譴責，我相信市民都有同
感。」其間，警方一直表現克制，但
對所有違法行為，政府必定會追究到
底。
林鄭月娥重申，香港社會崇尚法
治、和平、理性、包容，而法治是香
港最重要的根基，無論大家對於政治
議題、政策議題是否有不同看法，都
應該用和平、理性的方法去表達，示
威者進入立法會大樓肆意破壞，對社

會尋找共識、處理大家關心的問題是
毫無幫助。
她留意到，有市民發聲譴責暴力行

為，「所以我希望我們今天亦能夠跟
社會一起作出這個嚴厲的譴責。」

稱到場對話無助解決事件
被問及反對派議員包括毛孟靜、林

卓廷、梁耀忠等人前日要求林鄭月娥
與他們在立法會衝擊現場會面，林鄭
月娥表示，自己當日和數名同事一直
在監察着整個事件的發生，差不多超
過10個小時，而根據當時所看到的暴
力程度，相信各位市民亦會認為，若
在該情形下去現場作溝通，對事件並
沒有幫助。
林鄭月娥重申，無論是「泛民」議

員或其他的青年組群，「在未來日子
我是非常願意和他們就他們關心的事
情溝通。」
她續說，正如她在7月1日的酒會
演辭中所講，對於過去的這個事件，
她已經深切反省，同時會展示最大的
誠意與各界溝通，特別在演辭中提到
是不同背景、不同階層的年輕人，希
望聽到他們的心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凌晨4

時會見記者，嚴厲譴責示威者衝擊立法會、以不明液體襲警等嚴

重暴力行為。林鄭月娥批評示威者的暴力行為目無法紀，嚴重影

響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令她深感憤慨和痛心。她表示，當日警

方在處理暴力行為時，一直表現克制，但強調政府對任何違法行

為，必定會追究到底。針對修例所引發的風波至今未息，她重申

會展示最大的誠意和社會各界，特別是和不同背景、不同階層的

年輕人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安
局局長李家超昨日警告，示威者前日暴
力衝擊立法會，已犯了一系列很嚴重的
罪行，包括《公安條例》、《刑事罪行
條例》及《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其中，違反立法會規則進入立法
會範圍，最高可判監3個月；「強闖」
最高可判監兩年。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表
明，示威者多次使用暴力及進行違法行
為，「這一連串漠視法紀的行為，警方
予以最嚴厲譴責，定必全面調查及嚴肅
跟進。」

李家超：一撮人有暴力傾向

李家超指出，社會上有一撮人有暴
力傾向，包括會用一些傷害身體的液
體去攻擊他人，或用有毒性的粉末去
攻擊他人。「任何公眾活動，若滲集
了這些有暴力傾向者，會製造很大的
風險，所以我們必須小心參加任何公
眾活動，小心一些別有用心、有暴力
傾向的人等，傷害他人身體或者破壞
嚴重社會安寧。」
盧偉聰批評，示威者由6月30日凌晨

4時開始堵塞龍和道、添美道和夏愨
道，並衝擊警方前往灣仔會展的防線，
到前日下午1時許，部分暴力示威者不
斷以暴力手法衝擊立法會。晚上約9

時，示威者進入大樓肆意破壞，情況實
在令人髮指。雖然警方已多番呼籲及警
告，示威者仍然多次使用暴力及進行違
法行為，「這一連串漠視法紀的行為，
警方予以最嚴厲譴責，定必全面調查及
嚴肅跟進。」

一哥：警憂「人踩人」遂暫撤退
被問及當日的部署問題，特別是激進

示威者攻入立法會大樓後，在場的警員
隨即撤退。盧偉聰表示，在立法會保安
處報案後，警方由當日下午1時許一直
守到晚上9時。在近8個小時間，即使
有人用有毒塵粉攻擊，警員也沒有退

縮。
到晚上9時，立法會外逐漸聚集了近
3萬名示威者，警方在室內面對大量群
眾，能夠選擇使用的武力非常有限，加
上當時有示威者擅自操控電力裝置，令
大樓內部分燈熄滅，警方擔心一旦大樓
陷入全黑，有人衝入就極有可能發生
「人踩人」，而警方在此間如果與示威
者糾纏，很可能造成不好的事情。同
時，當時還有人向立法會內駐守的警察
投擲發出白煙的物件，鑑於當日已有多
名警員送院，警方不得不暫時撤退。在
撤退前，警方已確認立法會內沒有其他
工作人員。

暴力衝擊立會 最高囚兩年

■林鄭月娥表示，部分示威者強闖立法會破壞，目無法紀、嚴重影響香港法治核
心價值，對此表示十分憤慨和痛心，予以強烈譴責。 中通社

■林鄭月娥表示，警方在處理示威者暴力行為時一直表現克制。圖為警員昨日凌
晨於立法會外展開清場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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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至昨日凌晨，極端激進暴徒佔領立法
會大樓，肆意破壞，行徑瘋狂，引起全城公
憤，社會各界齊聲嚴厲譴責，促請特區政府
依法嚴肅追究極端暴力行為。修例風波發生
以來，從圍攻立法會到兩次圍攻警察總部，
再到這次佔領立會，違法激進暴力行動一次
比一次升級，暴徒公然挑戰法治的惡行變本
加厲，甚至發展到襲擊傳媒機構從業人員，
已近乎喪心病狂。種種跡象顯示，極端激進
暴力惡行已有演變成本土恐怖主義的危險。
香港出現這種令人痛心、憂心的局面，反對
派、激進派竭力挑動、散佈、煽惑社會仇恨
的言行難辭其咎，正是他們為本土極端勢力
提供了政治土壤。廣大市民支持警方依法制
止極端暴力惡行，割除摧毀香港繁榮穩定的
「毒瘤」。

環顧國際，恐怖組織通常利用戰亂人禍、
無政府狀態的空隙，為達到某種政治主張，
散播反政府、反其他政見的仇恨，挑動信眾
的狂熱情緒，以訴諸喪失理性、反人類的殘
暴手段，要挾各方就範，迅速達成一己目
的，謀取最大的政治經濟利益。近年臭名昭
著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就是典型例
子。中東連年戰亂，原本穩定的秩序蕩然無
存，「伊斯蘭國」趁機而生，為了建立崇尚
極端教義的國家，不惜採用令世人震驚心寒
的恐怖手段，打擊所有不同政見的對手，即
使同一教派，如不願宣誓效忠，也會被視為
叛徒而遭殘殺。

審視此次修例風波衍生的極端激進暴力行
為，越來越瘋狂危險，開始呈現

滑向本土恐怖主義的苗頭，正是反對派、激
進派年復一年、日復一日鼓吹反政府、反法
治、反社會的惡果。在今次風波中，反對
派、激進派更刻意、更無底線顛倒是非、煽
動仇恨，正在催化極端激進暴力滑向本土恐
怖主義。

首先，反對派、激進派政客挑動少數港
人、尤其是一眾心智未開、極易被洗腦的年
輕人仇恨政府。反修例的矛頭直指特首和特
區政府，即使發生前日駭人聽聞的衝擊立法
會事件，反對派政客對示威者的暴力惡行隻
字不提，不作任何譴責，反倒打一耙，指控
是「制度暴力令年輕人絕望」；前日示威者
破壞立法會大樓時，示威者張貼標語聲稱
「沒有暴徒只有暴政」，「暴政」一詞背後
的仇恨姿態令人觸目驚心。

只要是客觀觀察和善意判斷，特區政府的
施政是「暴政」嗎？特區政府的施政有傷害
過任何一個港人的生命安全和基本人權嗎？
特區政府有干擾、壓制過任何一個港人或組
織合法和平地表達訴求嗎？香港享有高度的
言論、集會自由，縱然對政府和制度有不
滿，只要合法和平地表達意見，完全允許，
也受到法律保障。多年來，特區政府在教
育、醫療、社會福利等各方面努力服務市
民，致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造福市民。
儘管特區政府施政有很多需要與時俱進、不
斷完善之處，但反對派、激進派強加給特區
政府「暴政」標籤，只是為了挑起一小撮激
進市民尤其是少數青少年對政府、對社會的
仇恨，將反政府、反社會的暴力行為合理

化；把示威者的暴力惡行歸咎於「制度暴力
令年輕人絕望」，更完全是扭曲事實，強詞
奪理，進一步宣揚仇恨政府。

其次，反對派、激進派政客極力煽動仇恨
警方。眾所周知，警隊是香港法治最重要的
守護者，是保障香港繁榮穩定的最重要防
線。香港警隊盡忠職守，執法專業、克制、
文明，享譽國際。此次反修例風波，在巨大
壓力和嚴峻挑戰下，警隊忍辱負重，依法、
有理、有利、有節維護法治和穩定，再次證
明香港警隊是全世界公認的最優秀警隊，深
受廣大市民的尊重、愛戴和支持。但是，反
對派、激進派為了打倒警隊，突破香港法治
的防線，大肆誣衊警隊，把警隊抹黑為「黑
警」。廣大市民不禁要質問反對派、激進
派，「黑警」黑在哪？香港警隊有做過知法
犯法、以權謀私、傷天害理的事嗎？過去一
些特定的公共事件中，例如在「佔中」執法
時，有個別警員作出一些過火行為，但他們
已經為自己的過火行為，付出了在市民看來
是不應受到的沉重代價。而這些個案，不僅
證明了香港法治的公正嚴明，更反證本港
99.99%的警察都是忠誠於法治、忠於職守、
忠於市民的優秀執法者。反對派、激進派形
容香港警隊是「黑警」，不過是為了煽動對
公權力、對執法者的仇恨，將攻擊警方、摧
毀法治的暴行合理化。

第三，反對派、激進派政客縱容仇恨不同
價值觀和社會取態的廣大市民。近年來，香
港社會的激進群體用一個潮語「港豬」，來
嘲諷大多數安份守紀、尊重法治、務實生活

的港人。大多數港人的生活方式與社會取
態，是信仰法治、務實勤勞、努力工作、愛
護家庭、關愛社會，他們沒有鮮明強烈的政
治意識形態，但他們包容理性，尊重不同政
見和諧共融，這是香港社會穩定的最堅實基
礎。激進勢力誣稱大多數港人為「港豬」，
以侮辱性的稱呼，煽動對不同政見、不同社
會群體的鄙視和仇視，動搖香港和諧穩定的
根基。

仇恨必然導致社會分化撕裂，是令社會動
盪不安的最大精神毒藥。仇恨一旦被煽動、
被宣揚，仇恨情緒不斷推高，反社會、反人
類的極端激進暴力也如影隨形而生。一旦發
展到這個地步，針對社會、針對所有仇視對
象、乃至犧牲無辜市民作為要挾的恐怖行
為，將無可避免地發生，就像「伊斯蘭國」
的出現一樣。本港反修例風波催生的極端激
進暴力行為，正呈現這種可怕的苗頭，若不
及時遏制，對香港、對國家將是一場災難和
悲劇。

因此，警方果斷、迅速、嚴正執法，不僅
要制止暴力衝擊，更要緝拿真兇、查明真
相，這是防止極端激進暴力行為向本土恐怖
主義蛻變的必要舉措，廣大市民堅決支持警
方在本土恐怖活動尚處萌芽的狀態時，毫不
猶豫、毫不手軟地予以制止，確保香港長治
久安。反對派、激進派政客若仍袒護、美化
極端激進暴力行為，還在鼓吹針對特區政
府、警隊和市民的仇恨，讓香港陷入本土恐
怖主義揮之不去的陰影之中，就注
定是700萬港人的公敵。

認清反對派煽動仇恨種下禍根 堅決制止極端暴力滑向恐怖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