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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建制議員撐警懲處暴徒
聯署譴責違法者毀社會安寧 籲愛港者勸親友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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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聯署議員
廖長江 馬逢國 姚思榮 陳健波 陳振英

謝偉銓 林健鋒 張華峰 石禮謙 盧偉國

梁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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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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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劉淑儀 容海恩 潘兆平 陳凱欣

建制派發出的聯署指出，早
配備裝備的暴徒，前日堵

塞元朗大馬路、於南邊圍、西
邊圍村外及元朗警署外進行非
法集結，經警方多次及長時間
的呼籲也不肯自行離開，更向
警方防線拋磚頭、油漆彈和燃
燒物等，又破壞警車及道路上
的設施，暴力示威者的行為明
顯是有目的、有準備製造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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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提出強烈要
求，所有示威者保持理性，不
再施以任何暴力衝擊及破壞，
要求警方嚴肅跟進，懲處違法

者。
聯署還提到，明白並理解及

十分感謝警方一直以來所作出
的努力，在此艱難時期，堅守
崗位。聯署支持警方依法嚴正
執法，令元朗市面回復秩序，
亦避免出現不同意見者之間互
相衝突的場面。對於反對一切
非法暴力行為及行徑，不管是
誰干犯，都表示強烈不滿及憤
怒。

盼市民勿誤信以暴易暴
聯署強調，明白香港市民看

到個多月以來暴力畫面帶來的
破壞會感到十分悲憤；而示威

活動「遍地開花」，暴力場面
在不同社區不斷出現，市民會
感到憂心、人人自危，生活於
恐懼之中，市面的經濟活動也
嚴重受影響，不少商戶被迫關
閉「避風頭」。香港現面對惡
劣環境，期盼大家不要灰心失
望，更不要誤信以暴易暴，香
港不能淪亡於失望及暴力的手
裡。
聯署呼籲所有熱愛香港者，

要互相支持及鼓勵身邊的親
友，並且勸喻身邊各人，包括
不同意見者必須放下成見，放
棄訴諸暴力的心態，期盼各方
重回理性，重建互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縱暴

派煽動下，「黑衣暴徒」罔顧法紀，巧立

名目，實際卻在元朗多處肆意破壞，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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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前日元朗的大規模
非法集結，多位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是次非法集結明顯是有備而來、全副武裝，甚至
向警方投擲了能夠發出煙霧的「新型武器」，場面十分危
險。他們批評，有部分縱暴派議員聲稱自己是到現場「降
溫」，但事實卻是阻撓警方執法，令情況不斷升溫。他們
都希望市民能夠停一停、想一想，讓香港恢復和平，社會
重回正軌。

梁志祥：暴徒「原形畢露」襲警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元朗區議員梁志祥直言，在沒有獲

取「不反對通知書」的情況下，非法集結者走出大馬路，
已經屬於違法行為，警方可予以控告，但警方一直十分克
制，並未拘捕任何沒有進行武力衝擊的非法集結者。
有部分暴徒在下午3時多「原形畢露」，戴着頭盔、面

罩、防護設備，手持鐵通、行山棍、長傘衝擊警方，更一
度向警方投擲發出煙霧的「新型武器」，十分危險。梁志
祥指出，這群有備而來的人只能稱為「暴徒」。「絕對不
和平，是非常非常暴力的行為。」他指出，市民能夠從直
播中看到全過程，很清楚他們在做什麼。
他批評，有部分縱暴派議員稱要到現場調停，但事實是

故意要夾在暴徒和警方中間，阻撓警方執法，而當日下
午，民主黨鄺俊宇還被人拍到與非法集結指揮者「磋
商」。

邵家輝：全副武裝分明挑釁
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表示，是次元朗發生的非法集

結，明顯見到有人是全副武裝，有頭盔、有盾牌等等，足
以證明他們分明是挑釁。警方對是次事件的處理是一如既
往地克制，每個步驟都跟足指引，包括發出催淚彈前，亦
有發出警示，也曾多次嘗試勸喻非法集結者離開。若不是
有警察在維持治安，元朗恐怕無法平安。

鄭泳舜：縱暴派調停定煽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認為，暴力衝擊的恒常化已經達

到了香港人不能接受的地步，有縱暴派議員聲稱自己是去示
威人群「降溫」，結果卻變成「升溫」。尤其是鄺俊宇，他
到底是去調停還是去煽動的，希望他能夠出面解釋清楚。

葛珮帆：反對派「扮調停」阻警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前日所有人參與的是非

法集會，且暴徒都是有備而來，護具、武器齊全，甚至還
可以射擊鐵珠，挑釁村民和警察，就是「來討打」。尤其
是網上有人披露，示威者是故意引導警方向老人院方向發
出催淚彈，情況着實令人擔憂。
她批評，很多反對派議員去現場「扮調停」，其實是

夥同非法集結者阻礙警方工作。鄺俊宇更被人拍到與全
副武裝的黑衣暴徒「親密交流」。身為立法會議員，他
一定要向市民解釋自己有否參與、甚至是否指揮非法集
結活動。

王國興籲警採行動嚴正執法
「23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指出，警方已就「元朗遊行」活動，

發出反對通知書，有關活動均屬違法，就算身為立法會議員，也沒有
任何特權可以在暴亂場合「指指點點」。在元朗暴亂行動中，鄺俊宇
等縱暴派，與暴徒交談甚歡，多次交頭接耳，事態相當嚴重。他強烈
呼籲警方盡速採取行動，嚴正執法。

顏汶羽：警盡快調查鄺俊宇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表示，有關活動不獲警方批准，已屬非法集

會，暴徒更進行各種違法暴力行動，屬「嚴重的非法暴亂行為」。鄺
俊宇竟然向暴徒「指手畫腳」，警方應嚴正執法，盡快展開調查，任
何參加非法集結的人如有違法行為不論政治立場，也應拘捕及作檢
控，以維持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有長者周五晚
在機場遭大批「黑衣黨」
暴徒圍堵，拉扯指罵長達
十分鐘，短片所見「港
獨」分子鍾健平及「自決
派」立法會議員朱凱廸的
「御用演員」趙寶琴均有
參與圍堵。昨日再有團體
認出更多懷疑欺凌者身
份，包括其中一名在短片
中追罵長者的灰衫青年，
疑於周六以學生身份參與
嶺南大學校內集會。有網
民要求嶺大應徹查，若確認涉事
青年為該校學生，務必嚴肅處
理。
根據當日短片所見，大批「黑

衣黨」暴徒在機場圍堵一名手持
公事包和行李箱長者，口口聲聲
「阿伯打人」，但片段卻盡是一
幕幕暴徒拉扯欺凌長者場面。面
對暴徒洶湧而至，逼使該長者只
得左閃右避逃離機場，其間一名
灰衫青年不斷尾隨長者大聲指
罵：「乞兒！我哋香港人送你個
乞兒走！」「我哋唔×使道歉，
使咩同個乞兒道歉呀！」「你唔
好×走呀！」「大家認住呢條粉
腸打人呀！打×完人就走！」言
行令人側目。

網民促開除學籍
「愛護香港力量」秘書長李家家

昨日於fb上載圖片，指出該名灰衫
青年懷疑有份出席周六在嶺大校園
舉辦的集會活動，身穿寫有「嶺南
大學」四字的T恤，其間曾於台上
發言，並有份「邀請」校長鄭國漢
到元朗非法遊行現場，包括在台上
宣稱：「你又話同我哋同一陣線，
但你又唔去（遊行），咁你想點
呢？」最終成功逼使鄭國漢答應
「去睇睇情況」。
李家家質疑這名青年當日在機

場「欺凌長者、追鬧侮辱長者」
行為過分，若證實他是嶺大生，
「應也沒有資格做學生吧！」有
關言論引起網民回應，其中網民
「Dick Lai」表示：「促請校長
把參與暴行的學生開除學籍！」
網民「Keung Wa Wong」亦認
為：「嶺大校長應回應」，以正
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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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縱
暴派與暴徒聯手，將純樸的元朗社區變
成「戰場」，大肆蹂躪，滿目瘡痍。暴
徒為轉移視線，繼續以各種似是而非
的伎倆，抹黑中央、特區政府及警
方。其中，在元朗暴亂過程中，暴徒
聲稱，發現一輛私家車時藏有大量武
器和一頂懷疑是內地公安帽，車內有
一張收信人為「YIP FOO」的電費
單，揚言懷疑這輛車和中聯辦新界工
作部副部長、新社聯榮譽顧問葉虎有

關云云。中聯辦新界工作部與新社聯
均強調，對有關惡意謠言表示強烈譴
責，並保留法律追究的權利。
繼中聯辦新界工作部之後，新社聯
亦發出嚴正聲明，指所涉車輛及車內
物件均不屬該會或該會負責人，但有
人透過與事實不符的圖片、貼文或文
字，發佈針對該會的虛假消息或惡意
言論，惡意中傷該會，令人誤以為
該會涉及或參與刑事事件，嚴重損害
該會的聲譽，企圖令公眾對該會產生

憎恨或蔑視。
新社聯強烈譴責該等虛假消息或

惡意言論，要求立即停止發佈或轉
載針對該會的虛假消息及惡意中傷
及誣衊，要求發佈者及轉載者立即
刪除有關虛假消息、惡意或誹謗言
論，要求發佈者立即公開澄清及道
歉，否則該會將採取一切法律行
動。該會已向警方報案，將事件交
由警方處理，並保留一切法律追究
權利。

強烈譴責後《蘋果》才補回資料
經過中聯辦新界工作部與新社聯的

強烈譴責後，《蘋果日報》才在原先
的失實報道上，加入少許資料，稱涉
事車輛的登記車主為南亞裔人士，
其註冊地址位於元朗八鄉錦莆路吳
家村。車輛內所放有的信件，而信件
上地址的業權資料，由姓葉家族持有
數十年，估計「葉虎」只是拼音相
同，與中聯辦官員無關。

澄清與「藏武車」無關 新社聯譴責造謠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
風）社會氣氛持續緊張，不少
年輕人失去理智，肆意上街搗
亂。正當教育界齊心發聲平息
干戈，個別害群之馬卻罔顧師
表身份，「身體力行」煽風點
火。網上昨日再現疑似教師煽
動仇警的過火個案，有名為
「Alvin Tai」的網民在 fb咒罵
警察子弟「活唔過7歲」、「20
歲以前死於非命」，被指是真
道書院助理校長戴健暉。香港
文匯報分別嘗試電郵向戴健暉
及致電真道書院校長查證事
件，惟至截稿時未獲回覆。

認留言惡毒 卻卸責警方
網上昨日流傳「Alvin Tai」
的 fb帖文截圖，內容提到所謂
「祝福所（有）用過暴力嘅黑
警，如果有7歲以下嘅小朋友，
佢地（哋）過唔到7歲；如果7
歲或以上，20 歲前會死於非
命」。帖文並進一步解釋「點
解唔即死」，而理由竟是「因
為想你哋同下一代有返啲感
情，等佢哋過身嘅時候，令你
有你打過青年嘅父母同樣嘅切
身之痛」，「Alvin Tai」最後
也承認這番言論可以說是惡
毒，但隨即卸責至警方身上：

「but，you did it first（但錯在
你先）」。
該截圖廣泛流傳至各大網上

討論區及平台，有網民引述數
年前網上「起底」資料，質疑
該「Alvin Tai」身份為戴健
暉；亦有網民指現時仍未有真
憑實證確認此事，因此鼓勵大
家向教育局及學校查證，一旦
證明屬實，定必作出投訴。
另有網民甚至已經撰寫了投訴

信範例，內文提到「其行為、言
論實在是有辱教師的身份，有負
作為副校長的責任！就算多不滿
意，帶頭咒罵別人子女，活不過
7歲、20歲前橫死，已經是毀壞
了任何教師所應有的專業職業操
守！」懇請教育局作出調查，並
嚴厲跟進。

咒警子女早死 疑是助理校長

■鄺俊宇當日在「元朗之亂」中與全副武裝激進示威者「有講有
笑」，疑似指揮大局。 網上圖片

■■全體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發出聯署全體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發出聯署，，強強
烈譴責暴徒前日在元朗進行非法集結烈譴責暴徒前日在元朗進行非法集結。。
圖為當日暴徒拋擲雜物圖為當日暴徒拋擲雜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有團體質疑其中一名在短片中追罵長者
的灰衫青年（左圖），疑於前日以學生身
份參與嶺大集會（右圖持咪者）。

網上截圖
■網上流傳一名叫「Alvin Tai」
facebook用戶發表一則極端仇
警言論。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