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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起阻嚇作用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出，暴徒現時已經到了肆無忌
憚、無法無天的地步，暴徒的行為明顯是有目的、有
組織製造混亂及衝突，這些非法集結及暴力行為是完
全漠視法紀，嚴重破壞社會安寧。對此，她支持警方
嚴正執法，懲處違法人士。警方肩負維護社會安全的
重任，保障香港市民的福祉。是次警方採取果斷措
施，拘捕違法的暴徒，將起到一定的阻嚇作用。

陳克勤：減受傷機會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表示，縱暴派的

策略就是借所謂「和平集會」之名，到了晚上便出動
大批黑衣人，對警方發起衝擊行動。而今次警方的部
署，主要透過催淚煙的方式驅散非法集結者，減少受
傷機會，又能達到驅散非法集結者及挫敗暴徒的暴力
行動，做法相當之專業。與此同時，警方也拘捕了多
名參與暴亂的暴徒，清楚發出違法必究信息。

何啟明支持嚴正執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暴徒肆意縱火、擲

易燃物品、掟磚等，所經過的地方均遭到嚴重的破
壞，滿目瘡痍，令人氣憤之餘，更對暴徒及縱暴派的
自私行為，予以嚴重譴責。何啟明認為，事件發展至
今，已經超越了「表達訴求」的程度，支持警方嚴正
執法，對違法的犯罪分子果斷採取拘捕行動，以起阻
嚇作用，同時也挫敗了暴徒的囂張氣焰。

盧偉國：維護港秩序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認為，在過去一段時間，警方採
取克制的態度，但有關暴力行為無日無之，而且暴徒
的暴力行為不斷升級，昨日更發生有暴徒縱火暴力事
件，又企圖再次衝擊中聯辦大樓，簡直無法無天。為
維護香港社會秩序和市民的人身安全，警方必須嚴正
執法。對於此次非法集結和暴行，警方果斷作出拘捕
行動，挫敗暴徒的暴行，打擊了暴徒的囂張氣焰。

邵家輝批暴亂禍民生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指出，暴亂行為持續了一個月
時間，多區已受害，而每次也是暴亂收場，對經濟、
社會及民生等造成嚴重影響。他強調，支持警方嚴正
執法，希望收到阻嚇之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尹涵）上
環昨日再次發生非法集結，部分暴徒不斷攻
擊警方，甚至在現場縱火並火攻警方防線。
多位政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暴徒已經視法治為無物，不斷升級暴力
行動，非常危險。他們呼籲市民發聲喝止暴
徒，全力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吳秋北：豈容有恃無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強調，是次參與上環行動的人已經是違法，
他們還變本加厲升級暴力，「應該要嚴正執
法處理」。他指出，暴徒不斷用衝擊方式就
是想逼迫警方犯錯，造成流血事件，從而不
斷升級所謂示威活動，這是很典型的「顏色
革命」套路。他呼籲市民發聲喝止暴徒，不
能讓暴徒有恃無恐。

吳亮星冀及時挽救青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形容，現時
的局勢已經非常嚴峻，部分所謂示威者
已經失去理智，形成了一種長期破壞的
心態。「繼續破壞，對香港影響非常不
好，對年輕人的未來更將造成不能彌補
的損失。」他希望學校及社會能夠及時
挽救這些年輕人，避免情況惡化。

顏寶鈴批暴民破壞安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批評，「黑衣

人」的行為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這批暴民視法
治如無物，在多區肆意破壞，嚴重破壞社會安寧，大
部分市民已經無法忍受。

黃英豪：縱火罪行嚴重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黃英豪直言，非法集結者又
涉嫌干犯襲警、縱火等多宗罪行。他以「縱火」為
例指出，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六十條「摧毀或
損壞財產」的規定，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摧毀或損
壞屬於他人的財產，意圖摧毀或損壞該財產或罔顧
該財產是否會被摧毀或損壞，即屬犯罪，而用火摧
毀或損壞財產而犯此條罪行者，還須被控以縱火，
「是非常嚴重的罪行」。他呼籲：「全社會都應該
對暴力行為給予最嚴厲的譴責，同時亦應當全力支
持警方嚴懲暴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港澳
辦新聞發言人楊光、徐露穎今日下午將出席國
務院新聞辦公室記者會，介紹對香港當前局勢
的立場和看法。
這次是本港《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以來，國

務院港澳辦首次有發言人出席記者會回應香港
事務。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下午發出採訪通知，

指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將於今日下午3時出席
新聞發佈會，並會安排全程英文口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大批暴徒

昨日傍晚在西環一帶衝擊警方，在上環西港

城附近更有暴徒燃燒手推車上的紙皮雜物，

再將手推車推向警方防線，嚴重威脅在場人

士的人身安全，警方向暴徒施放多枚催淚

彈，展開驅散及拘捕行動，多名暴徒被捕。

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晚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均表示，暴徒的暴力行為不斷升級，已經到

了肆無忌憚、無法無天的地步，因此支持警

方果斷嚴正執法，而今次警方以催淚彈驅散

非法集結者及拘捕暴徒，成功挫敗暴徒的囂

張氣焰，清楚發出違法必究信息，做法相當

之專業，值得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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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暴政棍屢阻執法
各界促拘捕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過去一段時間，每逢大型
的衝擊行動，縱暴派議員均作
暴民的「人肉擋箭牌」，還常
以「立法會議員」身份，阻擋
警方執法行動。昨日西環的衝
突事件，民主黨許智峯重施故
伎，在警方清場行動時，再次
阻撓警方執法行動，被在場執
法警務人員指「議員無特
權」，要求他離開否則會作出
刑事檢控。多名立法會議員及
法律界人士昨晚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縱暴派議員為
求激進選票，每次衝擊行動中
均走在最前方，還濫用議員身
份阻礙警方執法，呼籲警方依
法辦事，對阻差辦公者作出拘
捕及予以檢控。
昨日警方在西環履行清場行動

期間，民主黨許智峯如常扮演暴
徒的「人肉擋箭牌」角色，他在
德輔道西電車路，手持擴音器向
警方稱，應留一些冷靜時間給受
傷者，還向警方開「條件」，更
濫用其「立法會議員」身份要求
與在場指揮官直接對話。警方回
應指，或會刑事檢控，命令其立

即離開，但許未有理會續停留在
現場，向警方稱自己盡議員責任
監察現場情況，而警員向許大叫
「議員無特權，你有無參與非法
集結？」許稱「沒有」。

葛珮帆：應依法辦理阻差者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

出，立法會議員與一般市民相
同，沒有任何特權，而在過去一
段時間，每次大型的衝擊事件
中，縱暴派議員均傾巢而出，並
擋在最前方，更濫用「議員」身
份與警方糾纏，或阻礙警方執
法，令事件惡化，導致場面無法
控制。葛珮帆更提到，已經收到
很多市民向她反映，為何這批
「議員」有如此大的權力，阻礙
執法者執行職務。基於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大前提下，警方應對
阻差辦公者依法辦理。

郭偉強：傾巢出動乞激進票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

示，縱暴派議員為求激進選
票，每逢發生大型的衝擊場合
均傾巢而出「拉票」，還以
「立法會議員」之名，不斷與

警方死纏，為暴民開脫，其實
立法會議員與一般市民無異，
只在出席會議期間及在會議廳
內受條例保護其發言內容而
已，故警方應嚴正處理阻差辦
公的行為。

陸頌雄：庇暴無助解決事件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也指

出，立法會議員並沒有任何特
權，縱暴派議員扮演暴民「人肉
擋箭牌」的角色，對解決事件沒
有任何幫助，反而令事件變得難
以控制，他們無法承擔得起。

傅健慈促警執法彰法治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中國人民
大學法學博士傅健慈指出，許智
峯等縱暴派議員，在遊行示威活
動中根本沒有任何特權，跟普通
市民身份一樣。但他們常穿插在
遊行示威者、非法集結者乃至暴
徒之間，行動自如，明顯是參與
非法集結，並濫用立法會議員身
份，包庇暴徒，阻礙警方驅散暴
徒，警方應該立即把他們拘捕及
檢控，以彰顯法治公義。

■暴徒「架防」攻擊警方防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昨天又有暴力衝擊者非法集結、在港島西
區發動騷亂，警方入夜後堅定執法清場，其
間即場拘捕至少49個涉暴者；另外，警方昨
日扣查前日元朗暴力衝擊的發起人鍾健平。
近期暴力衝擊愈演愈烈，變本加厲，對香港
的法治安定、有效管治構成越來越大的挑
戰，警方頂住壓力，盡忠職守，果斷執法，
彰顯正義，值得支持和讚譽。在當前錯綜複
雜的局勢下，民意既厭倦、不滿暴力，也有
部分市民陷入迷茫、焦慮，甚至在是非黑白
上出現不同程度的混淆。政府必須清晰堅定
表達捍衛正義、法治的聲音，澄清真相、辨
明是非、駁斥謬誤，堅定支持警方嚴正執
法，使正義不模糊不缺位，民意不迷惘不流
失，不被似是而非的文宣輿論所誤導迷惑，
從而凝聚起強大的反暴力正能量，凝聚起支
持政府依法施政的強大民意，讓香港重回法
治安寧的正軌。

近期的遊行示威，暴力示威者在內外勢力
策動和縱暴派支持下，完全無視法治，一次
次挑戰公權力，攻擊警方防線，肆無忌憚地
作出各種暴力行為，香港的法治、秩序一再
遭受重創。面對嚴峻挑戰，警方始終保持克
制、冷靜、專業，堅持依法處置暴徒、制止
暴力。昨日警方以涉嫌煽惑非法集結，拘捕

「光復元朗」遊行的發起人；昨晚在

港島西區清場時，警方在現場拘捕 49 名暴
徒。在過往連串暴力衝擊中，暴徒刻意掩蔽
面目，增加了警方事後拘捕、檢控的難度，
暴徒的暴力行為亦因此有恃無恐、更猖獗兇
狠。警方昨日加強即時現場拘捕暴徒，明確
傳遞執法不手軟、不放過暴徒的強烈信息，
可以放大震懾作用，更加有效阻止暴力升級
蔓延，值得堅決支持。

警方堅毅執法，果斷打擊暴力，是以行動
表明法治底線，彰顯是非公義的分野，對於
凝聚主流民意具有重大意義。令人擔憂的
是，過去近兩個月來暴力衝擊、騷亂愈演愈
烈，可惜捍衛法治、反對暴力的正義之聲還
不够堅定響亮，尤其是來自政府的正義聲音
相當微弱；相反，縱暴派、外部勢力別有用
心地合理化、美化暴力惡行，各種製造謠
言、歪曲真相、包庇縱容暴力的文宣此起彼
伏，導致社會不同層面對是非曲直、正邪對
錯的認識開始混淆，支持警方執法、維護法
治公義的民意開始迷惘流失。這種情況值得
高度警惕，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期望反暴
力、護法治的民意出現強勁反彈，推動目前
局面發生根本性的積極變化，恐怕遙遙無
期。

反修例暴力事件不斷出現，持續升級，暴
徒和縱暴派卻振振有詞地打出「沒有暴力、只

有暴政」口號，不斷合理化暴力行為，更企圖
借此擾亂視聽，博取市民的理解和同情。但
是，至今未見到政府對這個荒謬絕倫的口號作
出有理的駁斥，沒有直斥其非，沒有理直氣壯
詰問：「暴政在哪裡？」儘管特區政府施政存
在不足，並非十全十美，但施政依法文明、以
民為本，尊重和保障港人的合法權利和自由，
這是絕對不可否認的。如果特區政府施政是暴
政的話，那麼美國、西方的所謂民主政府，大
概沒有哪個不是暴政。

對7月27日「光復元朗」的非法集結，政
府的聲明只是表示「遺憾」。非法集結已是
蔑視法治、挑戰法治的嚴重違法行動，「光
復元朗」的非法集結更是衝擊警方暴行的前
奏，結果是破壞當區的安寧，造成多人受
傷。對於「光復元朗」的非法集結，政府絕
對應強烈譴責其組織者、參與者，並作出強
而有力的駁斥，表明依法檢控遊行組織者、
參與者，追究到底，才能彰顯法治公義。如
果只作不痛不痒的「遺憾」表態，只會助長
暴力挑戰法治的氣焰。

7月21日在元朗發生的白衣人和黑衣人衝
突，當然是挑戰法治的嚴重暴力事件，警方
也在事後迅速拘捕至少12個白衣施暴者。但
事件後，縱暴派和部分不負責任輿論都發出
指控，聲稱警方無盡責保護市民、縱容暴徒

襲擊市民，警黑勾結的謠言滿天飛，又刻意
散播「打不通999」的傳言，無所不用其極借
事件抹黑警方。對這種指控，在沒有經過依
法嚴謹的調查、未充分還原事件真相的情況
下，任何人、包括政府高官代表警方作出道
歉，都對警方不公義、不公道，會令警隊形
象無端蒙污。

目前香港要遏制一波波持續升級的暴力惡
浪，端賴敢於彰顯正義的政府引領，凝聚強
大的反暴力、護法治民意。以上幾個例子正
正提醒，若正義缺位，必然會導致是非混
淆，民意錯亂。在法治社會裡，只有尊重法
治，正義才能體現；違背法治，暴力只會越
來越無底線。任何違背法治的政治考慮，就
是無底線的退讓，無助緩解矛盾，反而暴露
虛怯，令問題更複雜。

因此，香港要恢復法治安定，政府和社會
各界首先要態度鮮明、立場堅定支持警方嚴
正執法、拘捕暴徒，提振士氣；其次，對於
縱暴派和策動、參與暴力之徒，政府必須迅
速嚴厲揭露，反駁各種迷惑人心、擾亂視聽
的歪理，大聲明確權威地發出正義的聲音，
保障民意不被誤導、不會陷入迷惘。只有這
樣，支持政府、警方依法遏暴、重整法治的
民意才會越來越集中、越來越強大。

堅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平暴 正義不缺位民意才會不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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