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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
港福建社團聯會港島西分會昨日聯
同一班市民先後到西區警署及中區
警署進行聲援警隊活動，支持警方
嚴正執法，並送上20箱生果以及
慰問信，向盡忠職守維護香港治安
的前線警員致以關懷與敬意。
昨日下午，參與聲援行動的約
70 名市民到訪兩區警署，舉起
「支持警察、除暴安良」、「無愧
於心、不容抹黑」牌子，一同高呼
「香港加油、警察加油、 守維香
港、全賴有你」的口號，向所有辛
勤工作的警員打打氣。
慰問信提到，自6月份以來，反
修例的示威活動持續不斷，當中有
邀進示威者借機做出種種傷人及破
壞行為，暴力不斷升級，但前線警
員在面對暴徙的暴力挑戰時，仍然
能夠嚴正執法，用合理而有限度的
武力驅散暴徒，維護香港治安，該
會向香港警察致以崇高敬意。
信中也指聯會將繼續支持警隊依
法執法，並重申警隊是維護治安、
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防
線，任何人都不應誣衊及詆毀香港
警察，從而令警方難以有效執法，
這是極其不負責任的行為，必須予
以嚴厲譴責。

團體與市民赴西區中區兩警署慰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自6月
9日以來，一場場「和平示威」演變成一
幕幕對警方瘋狂暴力攻擊、一次次對社
會蹂躪破壞，暴力越演越烈、社會秩序
瀕臨崩潰。在此之際，警方斥資1,660萬
元購置的3輛俗稱水炮車的「人群管理特
別用途車」，昨日首次駛出路面測試。
警方消息指，若路試順利，最快在下月
中可以投入使用，而動用水炮車的行動
守則亦已完成，警方正評估是否在水炮
車加入顏色水劑。保安局早前稱，有指
引規範使用水炮車，只會針對暴力衝擊
行為而非個別示威者，並由警務處助理
處長（行動）授權調配水炮車。
警方引入的3輛俗稱水炮車的「人群管
理特別用途車」，由德國車廠在法國製
造，去年中運抵香港。水炮車長約8米、
闊2.55米，設有儲水罐和催淚溶液儲存
裝置。車頂左右各有360度攝錄鏡頭，在
駕駛室頂部配置兩支噴水裝置，水柱射
程、水壓可以調校，亦可噴射催淚水劑
及顏料。

保安局今年4月向立法會提交文件指，
警方已於今年3月完成草擬有關車輛的操
作指引，當公眾騷亂出現嚴重傷亡、財
產被大肆破壞或通過佔用主幹道擾亂或
非法堵塞交通，對公共秩序或公眾安全
造成重大影響時，警方會考慮出動水炮
車，預計下半年投入服務。

已訂行動指引規範使用
昨晨10時，編號1的水炮車掛上「路

面測試」牌，駛離粉嶺機動部隊總部，
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向元朗方向行駛，警
方電單車在前開路，衝鋒車則緊隨其
後，該次測試為時1小時。
至下午1時許，水炮車進行第二次路
測，經北區醫院駛入青山公路，至元朗
新潭路迴旋處，約一小時後返回粉嶺機
動部隊總部。
據了解，3輛水炮車短期內完成路面測

試，最快下月中可使用。在現時暴徒近
中距離衝擊警方下，水炮車可減少前線
警員「埋身肉搏」風險，同時達至驅散

人群的目標，相信水炮車在較空曠路面
才會使用。

出動須獲助理處長批准
據悉，水炮車會按原訂計劃於下半年

啟用，所有操作有關車輛人員均須接受5
日的訓練，當中包括車輛基本操作、安
全指引等。每部水炮車設置5個座位，須
由4名警員負責執勤，包括1名警署警長
階級的警務人員負責水炮車的整體操
作；2名警長階級人員負責控制車頂2個
噴水裝置；以及1名警員負責駕駛，剩餘
1個後備座位以供不時之需。據指引，出
動水炮車須由助理處長（行動）批准，
而使用噴水裝置會先警告，達到合法目
的後須立即停止使用。
警方回應傳媒查詢時指，已完成水炮

車車內儀器測試、制定操作指引及基本
訓練，待路面測試完結後，所有準備工
作便會完成。由於有關車輛的使用屬行
動細節和涉及警方戰術部署，不適宜公
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涵）國務
院港澳辦發言人前日談到香港形勢時
強調，香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堅決
依法懲治暴力犯罪行為，盡快恢復社
會安寧，維護香港的良好法治和營商
環境。對此，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
政會議成員葉國謙昨日在出席電台節
目時表示，港澳辦發言人已清晰表達
中央政府的看法，尤其是對香港警隊
高度肯定，亦有對警員家屬表達關
心。
葉國謙指出，香港警隊在抗擊暴力

衝擊事件中受到很大壓力，但面對針
對他們的各種暴力時，執法依然非常
克制。不過，當激進分子與警方對峙
4個鐘、6個鐘依然不願離開時，警隊
只能進行驅散，亦會用到武力。
他表示，從港澳辦發言人的表述中

可以看到，港澳辦對香港警隊高度肯
定，亦有對警員家屬表達關心。而在
這個時候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則是
不符合現實的，既不能解決香港現時
問題，又會打擊警隊執法。

新聞發佈會顯中央關心
葉國謙又指，前日的新聞發佈會是

「很特別的安排」，展示出中央對香
港形勢的關心。尤其是針對近期香港
出現了如此多的暴力事件，中央亦覺
得香港現在最重要的是法治的維護、

社會的穩定，「因為香港最成功的就
是法治，法治也是香港成功的基
礎。」他強調，香港若繼續混亂，會
有很大損失，特別是經濟方面。因
此，希望大家停一停、想一想，「當
務之急是讓社會平靜下來。」
他希望社會給予政府更多的時間

和空間，讓政府能夠尋求解決社會
深層次矛盾的方法，例如貧富懸
殊、居屋等問題，並在施政報告上
作出回應。

料反修例非純民眾抗爭
就外國勢力是否有參與事件，葉國

謙直言，這次的反修例亂局肯定不是
簡單的民眾抗爭行為，香港市民一直
是以和平的狀況遊行，但這次能看到
背後有很多組織，包括源源不絕的物
資；更有人使用「攔河」，如同受過
訓一般。
節目期間發生一個小插曲，聽眾陳

先生致電節目批評港台近日的偏頗報
道。陳先生說：「暴徒從高處扔路
牌，扔中真的會死人。」惟數次暴力
示威，例如衝擊立法會，反對派議員
與暴徒一起，港台卻隻字不提，反而
不斷支持暴徒；而對於警察所做的
事，就一味渲染警隊所為不對。
他希望港台能夠客觀地報道有關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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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炮車首路試 最快下月投用

元朗西鐵站早前發生白衣人與黑衣人的
衝突事件，事後外界批評警方執法不

力。張建宗早前與傳媒會面時，代表政府就
警方的處理手法向市民道歉，並承認警方當
晚的處理與市民期望有落差。這番言論引起
警隊內部強烈不滿。4個警務人員協會包括
警司協會、警務督察協會、海外督察協會以
及警察隊員佐級協會要求與張建宗見面澄清
其言論。
4個協會代表包括警司協會主席陳民德、

警務督察協會主席伍偉基、警察隊員佐級協
會主席林志偉，以及海外督察協會代表，昨
晨11時在盧偉聰的陪同下，到政府總部與張
建宗會面。
陳民德在會面後向記者表示，席間與張建

宗坦誠交流，又表達了對其在記者會上為警
隊處理手法道歉之關注。張建宗在會上就其

言論作出解釋，他們現在已理解張建宗說話
的意思。而警方與政府是一致和團結，希望
盡快令社會回復秩序，不會姑息任何暴力行
為。

陳民德：與政府一致團結
被問及會晤期間張建宗有否向警隊道歉，

陳民德未有正面回應，僅引述張建宗稱「非
常支持、諒解警隊辛苦，會支持警隊工
作」，又希望張建宗日後可公開澄清其言
論。
陳民德續說，警隊現時執行職務，遇到市

民刻意阻撓，對警隊執勤及法治均沒有好
處，故目前首要工作是回復社會秩序；其次
是處理警民關係，希望市民全面配合警方執
法。至於有警員涉違反警察通例，以匿名信
投訴張建宗，陳民德指警方會按既定程序處

理。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回應指出，張建宗已與

盧偉聰及4個警務人員協會代表會面，進行
了1小時坦誠而有用的交流。張建宗細心聆
聽協會代表就近月為一連串大規模而密集的
遊行示威維持秩序，以至對部分遊行示威後
發生的暴力衝突和破壞事件，警務人員在採
取執法行動時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

司長高度表揚衷心感謝警員
張建宗重申，他絕對支持和肯定警隊的執

法工作，並高度表揚和衷心感謝警務人員在
這困難期間，雖承受莫大壓力，仍能無畏無
懼、克盡己任、謹守崗位，共同發揮專業精
神，致力維持社會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財
產，又指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而警
隊在這方面擔當極為重要的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警

察評議會4個職方協會因不滿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早前代表政府就警方

處理手法向市民道歉的言論，昨日

在警務處處長盧偉聰陪同下與張建

宗會面，要求澄清其言論。張建宗

昨日會面後表示，絕對支持和肯定

警隊的執法工作，並高度表揚和衷

心感謝警務人員無畏無懼、克盡己

任、謹守崗位，共同發揮專業精

神，致力維持社會治安，保障市民

生命財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涵）全國港澳研
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認為，遏止暴力事
件、防治出現動亂，仍然要依靠警隊這個
「中流砥柱」，相信特區政府有能力處理
當前局面，「只要警察能團結一致維持士
氣，便有能力壓制暴力行為。」他預料，
中央不會支持成立任何會損害警隊士氣，
或令警隊戰鬥力下降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劉兆佳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認為，沒有

共識下成立委員會可能會引發新一輪政治
風波，「現在最麻煩的，是感情上的對
立，（雙方）不僅是與對方不同政見，還
與對方有仇恨、排斥對方。」

警隊堅守崗位 政府穩住陣腳
對於港澳辦發言人前日在記者會上介紹

對香港當前局勢的立場和看法，劉兆佳認
為，記者會傳出的訊息表明，中央判斷香
港局勢未至失控，香港應自行解決問題，
避免中央出手。雖然有不少外部勢力、內
部勢力夾攻，又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暴力衝

擊行為，但整體來說，只要警隊能夠堅守
崗位、特區政府能夠穩住陣腳等，則未至
於去到失控的局面。
他認為，「一國兩制」在任何艱難情況

仍然行之有效，現時在實踐過程中遇到新
問題，應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尋求解決
方法。
劉兆佳批評，在修例風波中，外部勢力

趁機讓香港情況更加混亂。例如美國政府
就頻頻邀請反對派到美國表達對特區政
府、對中央的不滿；又提出一些「制裁」
威脅香港，鼓動更多港人出來表達憂慮。
同時，不少外國非官方人權組織、半政府
組織，一直在香港培養領袖和教授抗爭技
巧。
他續指，外部勢力搞亂香港是為給中央

製造麻煩，讓香港成為對付中國的棋子。
有人藉目前香港的事態發展質疑「一國兩
制」，損害國家聲譽；外國勢力亦是把握
機會批評中國處理香港事務不當，打擊中
國軟實力。

劉兆佳：遏暴靠警隊 港可解困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
港澳辦發言人前日表明中央政府堅決支持
林鄭月娥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
港警方嚴正執法，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有關
部門和司法機構依法嚴懲暴力犯罪人士。
新界九區區議會主席聯署，對此表示歡
迎，他們並感謝中央高度關注香港特區事
務，高度信任特區政府能最終解決政治紛
爭。
新界九區區議會主席蘇西智、黃碧

嬌、何厚祥、吳仕福、沈豪傑、梁健
文、黃偉傑、羅競成、周玉堂聯署表
示，十分贊同港澳辦提出的三點希望，
包括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反對和抵制暴力
堅決維護法治，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嚴
懲違法者等。
他們表示，相信只要大多數香港市民能

理性面對問題，放下政治分歧，才能更好
地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守護我們的香港
和家園。

新界九區區會主席聯署
歡迎國務院港澳辦表態

■張建宗昨表示，絕對支持和肯定警隊的執
法工作。 資料圖片

◀新型水炮車昨首次在元朗進行路面測試，兩支水炮
用帆布遮蓋。

▲消息指，警方正評估是否在水炮車加入顏色水劑。

■團體到中區警署進行撐警行動。

■團體到西區警署聲援前線警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