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太：公僕中立非王永平首創
若任由每個公務員「自我演繹」必天下大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嘉
盛）反對派所謂「反修例」遊
行早已變質，過去數星期均以
暴力衝擊收尾。身兼監警會觀
察員的立法會工業界（第二）
議員吳永嘉，昨日出席電台節
目時，促政府強烈譴責一切暴
力行為，並依照法律追究。
吳永嘉表示，近日一系列的

暴力行為令香港許多人感到悲
傷，市民對示威者每天將阻擋
哪條道路或建築物一無所知。

他說，立法會綜合大樓、稅務
大樓、入境事務大樓和警察總
部都代表着整個社會秩序，它
們受到嚴重破壞都將導致香港
法治處於危險之中。
他指出，反對者不斷升級他們

的行動和暴力，用磚頭和腐蝕性
液體等致命有毒武器攻擊警察，
使政府部門的運作陷入癱瘓，甚
至故意削弱公共交通。尤其是上
周侮辱國徽不僅象徵着公然挑戰
中國主權，還觸及了「一國兩

制」的底線，這些都使香港陷入
「無政府狀態」。
他直言︰「暴力不是任何問

題的解決方案，暴力只會滋生
更多的暴力。」強調不應合理
化甚至美化那些暴力行為，因
為這種暴力行為的最終受害者
是香港整個社會。
他又指監警會已決定調查6月

9日至7月2日間的事件，認為
現時未有迫切性設立獨立調查
委員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嘉盛）
滋事分子現時區區搞事，令到各個
社區都不得安寧，有人亦借機炒作
出動解放軍一說。全國人大常委譚
耀宗昨日在電視節目中表示，香港
警隊仍有能力執法，目前未有需要
解放軍介入，而中央仍然相信香港
市民能自己管好香港。
譚耀宗表示，雖然現時解放軍未
有需要介入香港，但若果未來香港
社會陷入癱瘓，處於極度危急狀態
而警隊又無法處理時，中央便不可
能不介入，亦相信屆時不少香港市
民也會希望中央採取行動平息亂局。
他指，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早前
在記者會上提出三點意見，包括
「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旗幟鮮明
反對和抵制暴力行為」、「希望社
會各界人士堅決守護法治」，及
「希望香港社會盡快走出政治紛
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都是合理及重要的，三點意
見指出香港問題焦點所在，讓國際
及香港市民明白中央是如何看待和
解決香港社會狀況。
譚耀宗強調，持續的暴力行為
對市民生命財產都帶來傷害，因
此中央旗幟鮮明地反對暴力，指
出暴力問題是很重要的。他又指
出，法治是香港的根基和核心價
值，警隊是維護法治的人，因此
港澳辦要表明支持警隊工作。
對於港澳辦未有正面回應元朗站
暴力襲擊，譚耀宗解釋，中央及港
澳辦是要「抓大事」，集中指出問
題主因和解決方向何在，不會逐樣
評論某個環節問題，強調廉政公署
和監警會已開始調查元朗襲擊事
件。

曾任保安局局長的葉劉淑儀繼日前發
聲指出王永平的謬誤，並指出他近

日的說法與他當年作為局長時完全相反、
反口覆舌的問題後，昨日再撰文解釋公務
員「政治中立」的由來。她說，「政治中
立」並非新理念，「更絕非王永平首創，
此概念素來在公僕界存在。」

港英時高官均無「政治中立」
葉劉淑儀並舉例指，自己當年任局長
時，已被質疑公務員支持特首是「違反
『政治中立』」，當時她已反駁，政府高
級公務員，特別是首長級官員及參與制定
政策的政務官，是無可能「政治中立」，
因為他們有份制定及推銷政策。
她續說，有關情況「不論回歸前後亦

一樣」，並憶述自己港英時期在工商科
工作，亦記得所有高級官員及政務官都
收到「order（命令）」，要全力幫時任

港督彭定康推行的政改方案拉票，「故
此高級公務員絕對不存在『政治中
立』。」
至於王永平聲言「公務員忠誠不應詮

釋為對特首的個人忠誠，而是向體制忠
誠，由於特首是按基本法向市民負責，
故公務員忠誠可引申為向市民忠誠。」
葉劉淑儀直言說法太過籠統及含糊，
「假如政府沒有一把客觀的尺讓公務員
跟隨，任由他們『自由發揮』，跟隨自
己心目中的公眾利益或是部分市民的意
願，自我演繹所謂『政治中立』，豈不
是會天下大亂？」

「政府應有一把客觀的尺」
她強調，市民有不同立場及意見，網

上意見亦多如繁星，「假如可任意演繹
『政治中立』，那麼公務員應向誰人效
忠？因此政府應有一把客觀的尺（政府

問責高官集體制定的政策），讓公務員
跟隨政策執行，並非王永平一句『服務
市民』便能以偏概全。我認為他如此為
自己的謬論解畫及辯護，實在是荒謬至
極。」

華員會斥王前言不對後語
此外，香港政府華員會昨日亦批評王永

平胡吹亂說，並作出澄清。該會指，香港
最早提出「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公務員是
該會前會長郭元漢，正式提出時在1982/
83年間；第二個是回歸後的第一任公務員
事務局長林煥光，他把「公務員政治中
立」寫入政府文件《公務員良好行為指
南》，「此原則絕非十年前由王永平提
出，2009年時，他早已離任！」
該會並指出，王永平2004年任局長
時，曾表明所有公務員應對行政長官和
主要官員盡忠，在政府作出決定後，不
論個人立場如何，都應全力支持，把決
定付諸實行，並且不應公開發表個人意
見等，但近日王永平卻前言不對後語，
忽然「打倒昨日為問責官員的我」。
華員會又說，王永平除了說法偏離事

實，更對《公務員守則》部分章節，例
如第3.7節和第3.8節分別規定公務員須
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及不會令政府尷尬
等隻字不提，「極盡誤導之蠱惑，誠信
令人咋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日前在所

謂「公務員集會」上，聲稱自己寫下公務員要「政治中立」的原則，

並「再定義」有關內涵。不過，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和香港政府華員

會昨日都分別指出，有關原則「絕非王永平首創」，後者更批評他胡

說亂吹，「極盡誤導之蠱惑，誠信令人咋舌」。葉劉淑儀並指，若每

個公務員都對公務員忠誠和政治中立作「自由發揮」、「自我演

繹」，只會天下大亂。

吳永嘉促政府譴責暴力 依法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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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縱暴派發動今日全港罷工，昨日就在將軍
澳、港島等多地癱瘓交通、衝擊警署，為罷工行動
製造聲勢。暴徒一邊遊行、衝擊，一邊宣揚罷工，
自明一位退休教師老友這日就同我批判了他們的歪
理：「他們第一是用道德綁架，說什麼『年輕人為
你們擋子彈、你們為他們罷工一天』；第二是用虛
妄的訴求包裝罷工，說什麼『罷工一天爭取我們失
去嘅嘢』。但只要有正常邏輯的人，都知道他們的
說法根本不值一駁。」

過去近兩個月，暴徒與警方多次衝突，每
一次都顛倒黑白地將責任推諉

給警方，更將暴徒塑造為「英雄」、「義士」。
「這波的罷工宣傳，與前段時間的連串洗腦是一脈
相承的，將暴徒塑造為『香港英雄』，從而對市民
施以『道德綁架』，要求他們罷工。其實明眼人都
見到，每一次的衝擊，都是暴徒主動挑釁，他們為
香港人擋子彈？荒謬！他們無法無天，破壞秩序、
衝擊『一國兩制』，香港人多得他們不少，又有何
道德高地可言？」老友繼續話，「不過話時話，參
與暴動的年輕人只是一部分被洗腦的年輕人，他們
絕不代表全部年輕人，更不代表香港人，想必大部
分香港人不會受他們蠱惑。」
暴徒將廣大市民與他們的所謂「五大訴求」綑
綁，無非是綁架市民對政府施壓，心水清的市民
都知道，他們的訴求根本是虛妄。「『五大訴
求』根本是蠱惑人心，《逃犯條例》修訂早已無

限期停止，批評警方濫用暴力根本是顛倒黑白，
成立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所為何事？至於所謂撤
回暴動定性、釋放示威者，這完全是司法事宜，
對此施壓根本是無視法治的獨立性。這些訴求又
點會得人心呢？至於用罷工手段來爭取這些虛妄
的訴求，更是緣木求魚。說實話，罷工一兩日本
來影響不大，但根本問題是政府無可能因為你罷
工而在原則問題、大是大非問題上讓步。」老友
說。
這一輪反修例風波，暴徒背後有外國勢力撐腰，

明推「港獨」的意圖明顯，老友認為，市民若不明
所以參與罷工，淪為暴徒亂港的棋子，就中計了：
「借罷工騎劫民意，無非是給『港獨』分子、暴徒
提供輿論支持，讓『港獨』分子、暴徒破壞法治、
衝擊警方更有恃無恐，不斷將暴力衝擊升級，甚至

製造更轟動的流血事件，繼而全面癱瘓香港社會正
常運作，迫政府就範。」
老友話：「廣大市民必須看清，罷工圖謀打擊管

治、癱瘓經濟、擾亂民生，將全港市民捲入政爭，
只會將對立仇恨深植所有普羅大眾心中，令香港更
撕裂。不論他們的口號叫得多漂亮、多動人，都掩
蓋不了其鼓吹、煽動暴力的本質。廣大市民不想香
港再亂下去，
不想香港由安
全和諧的國際
城市淪為『暴
力之都』，就
應該向罷工行
動說不。」

以假訴求假道德綁架市民罷工

政治中立？

任我演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嘉
盛）九龍區前天再有遊行演變成
衝擊的情況，不少市民對暴行倍
感憤怒。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
鋒昨晨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事
件發展至今，訴求已完全改變，
部分人藉此打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等口號，相信港人
亦心裡有數，暴徒並非想政府
「回應訴求」這麼簡單。他強
調，「一國兩制」是香港成功的
依靠，有人想看到「一國兩制」
失敗，但相信絕大部分港人不會
想看到有人破壞「一國兩制」。
林健鋒指出，近期發生的暴亂
事件是很多市民都不想看到，很
多人都感覺香港現在是否真的無
法無天，不被批准的集會某些人

還是會照去。這些持續的非法活
動，不單擾亂香港繁榮穩定，甚
至令很多中小企、零售、酒店及
飲食界都受大影響。受暴力衝擊
影響最慘的是居民，不論是警察
宿舍或其他市民居所，都不應被
波及。
就部分人一再堅持政府要「全

面回應」所謂的「五大訴求」，
林健鋒說，現時示威者的五項訴
求由最初到現在已經完全改變，
部分人意圖用激烈行動迫令政府
回應訴求，當中甚至有人打出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
口號。他相信港人的眼睛是雪亮
的，大家心裡有數，明白暴徒目
的並非回應訴求這麼簡單，而是
用種種行動去挑戰及破壞「一國

兩制」，想看到「一國兩制」失
敗，「真正恐嚇香港的是集會召
集人。」他深信，絕大部分港人
不會想看到有人破壞「一國兩
制」。
對於國際評級機構穆迪目前

對香港信貸評級仍維持在AA2
不變，評級展望穩定。林健鋒
強調，香港是依靠「一國兩
制」的優勢才能在評級上表現
好，這是需要小心的地方，所
以一定要保持「一國兩制」。
林健鋒認為，特區政府確實

應該多站出來，去斥責某些人
等或事件，官員亦可出面澄清
或表達一些意見，「有些事你
不出去澄清，假的也會變成
真，如王永平事件。」

因應香港當前的局勢，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日
前在記者會上，公開對香港特區作出堅定的支
持，包括對林鄭月娥領導的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警隊嚴正執法、政府部門及司法機構嚴懲暴力行
為，以及愛國愛港者的捍衛行動。

過去兩個月，香港各區不斷爆發示威衝突場面，暴力衝突的手
法更不斷升級。
社會已出現民心不穩、人人自危的困局，市民猶如生活在恐懼之

中，憂慮不知暴民何時在本區生事，生命及財產安全不受保障。暴
力示威不單影響市面經濟活動，亦影響到特區管治及警隊士氣等問
題，連串暴力已幾近摧毀整個香港，擊痛每位港人的心。
激進暴力示威者以鐵馬路障堵塞交通要道，拋磚擲鐵支襲擊警員等

行徑，好像已是小菜一碟。暴徒於日前的元朗及上環示威衝突中，更
拋擲油漆彈和燃燒物，破壞警車及道路設施，甚至出動弓箭、丫叉、
仿製槍等武器，又在多處縱火，並將載有燃燒物料的手推車推向在場
警員，對警員及周遭民居及香港社會，帶來極大的安全威脅。
暴徒漠視法紀，挑戰警隊，踐踏法治，嚴重破壞社會安寧，其
非法暴力行為令廣大市民強烈不滿及憤怒。我們堅定支持警方依
法維持社會秩序，保護社會安寧，採取果斷措施遏止及防止任何
暴力行動。
大家有目共睹，警員在這兩個月堅守崗位，忍辱負重，努力守

護香港，對抗暴力衝擊。不少警員身體受傷，更有心靈受損及士
氣承受巨大壓力的情況。我們對香港警察的無私貢獻，致以萬二
分的敬意。

各界團結一致 反暴力護法治
無可否認，在這艱難時刻，中央的表態為穩定民心及特區政府的
信心帶來有力的支持及正面信息，香港各界應團結一致，反對和抵
制暴力、堅決維護法治、支持警方嚴正執法，以及香港社會能盡快
走出政治紛爭。
最後，我們期盼認同「香港加油、支持香港」的任何人，無論

持有何種意見，都要放棄訴諸暴力的心態，重回理性，這才是香
港之福，才能為香港加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陳克勤

林健鋒：港人不想見「一國兩制」遭破壞 堅定挺警執法
嚴懲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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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平胡吹亂說，被批荒謬至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