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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增反暴力民意 為香港好促建對話平台

WEN WEI EDITORIAL

能力及警方情報等作獨立風險評估，並考慮 4 個法定
目標，包括國家安全、公眾安全、公眾秩序、保護
他人的權利與自由。警方的呼籲和慎重處理集會申
請的行動，是為了有效穩固當前香港止暴制亂的局
勢，社會各界應大力支持警方維護法治和社會秩序
的努力。
除暴力威脅可能影響政府對話平台搭建之外，目
前縱暴派強逼政府答應其訴求的歪理，則直接成為
其攻擊政府、阻撓對話的武器。縱暴派將特首搭建
對話平台的建議抹黑為陷阱和公關騷，一些人揚言
政府再不回應所謂五大訴求將升級暴力。事實上，
林鄭特首及政府已多次具體回應訴求，但有些訴求
根本偏離了法治，法治社會的香港難以接受，有些
訴求與現有的獨立法定機構調查警察執法情況是重
疊，在香港現行法律框架下，特首並沒有凌駕權力
去特赦被逮捕、檢控的人等。特區政府已全面回應
了訴求，並把道理說得很清楚，但縱暴派仍拒絕接
受，更借此繼續鬧事，顯現其不是要政府回應訴
求，而是要威逼政府答應訴求、奪取管治權。
面對縱暴派升級暴力的威脅，要搭建對話平台，
社會各界必須更堅定地站出來，表達反暴力、撐警
察、護法治、救香港的民意，以強大的主流民意表
達，推進香港向全面徹底告別暴亂再前進一步。
同時，社會各界要積極為對話平台搭建奔走。此
前一些大學學生會與政黨拒絕了林鄭特首的對話邀
請，縱暴派目前無人敢做代表參與對話，極端暴力
分子禍亂香港之心不死，根本就要全力破壞對話平
台搭建。早前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多間大學校
長、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等，皆有意或提出了具體
的搭建平台促對話建議，社會各界只要真正為香港
好，反對暴力、搭建對話的各類建議和行動，皆值
得香港認真傾聽、積極思考和行動。

距離 9 月開學僅剩 10 天，社會極端
化的爭議似仍無止息的跡象，有政黨
收到多名家長反映，憂慮在當前的政
治爭議下，學生會因為與激進分子持
不同意見或因身份問題而遭受校園欺
凌，亦擔心子女受罷課行動的影響。
校園是教書育人的地方，絕不應成為
政治戰場，教育局應盡力阻止師生參
與罷課，保護學生免受激進思潮荼
毒，同時強化專業操守指引和理順投
訴機制，嚴懲政治化的校園欺凌。
目前最擔心校園欺凌問題的家長，
當數警察家庭，不少警嫂反映網上充
斥仇視警員的言論，擔心一旦開學，
自己的子女會成為被針對的對象，這
種擔心絕對有根據。因為過去一段時
間，的確有教職員在個人社交網站貼
文，稱要「好好招呼」警員子女，語
帶威脅。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
院助理校長戴健暉更在 fb 個人賬戶發
帖稱，「祝福」所有用過暴力的「黑
警」的子女活不過 7 歲，或 20 歲前死
於非命。戴雖然事後道歉，但卻有學
生為他辯護說是「出於關心社會、學
生的一顆心」，完全是非不分。
既然連教師、校長都在鼓吹仇恨，
難保他們不會將這些極端價值觀灌輸
給學生，對與己意見不同的家庭的子
女尤其是警察子女帶來威脅。教育局
要對此作充分預案，包括預先排查一
些高危的教師和學生，對學校重申專
業、中立的操守指引，以及理順現有

社評

特首林鄭月娥昨表示，特區政府會馬上構建開
放、直接的對話平台，以對話為香港尋找出路。在
「反暴力、救香港」強大民意下，特首林鄭月娥順
應民意，提出立即構建對話平台，為香港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帶來新的希望，建議值得各方認真思
考。但若暴徒暴力屠刀依然高舉、繼續蠻橫威逼政
府答應所謂五大訴求，特首構建對話平台的努力恐
將舉步維艱。當前恢復香港秩序的根本，是反暴
力、護法治，社會各界應合力凝聚、增強反暴力的
民意，促使香港全面、徹底停止暴力衝擊活動，以
此擴闊對話空間，同時各界應積極奔走、促進對話
平台的搭建，各方為了香港的未來，放下歧見、達
至溝通、讓香港重新出發。
周日集會遊行未發生極端暴力衝擊，社會各界認為
香港將邁向暴亂結束、秩序恢復的樂觀情緒趨漲。但
實情是，周日暴徒圖衝中聯辦，但香港警方嚴密戒
備，在西環高樂花園和西隧口部署防線，截查可疑車
輛和黑衣人，並以外弛內張策略，在中聯辦外只部署
正常警力站崗，實際上防暴警早在附近屯兵，更在防
線附近派出大量便衣探員監察道路可疑車輛，兩水炮
車泊南區備勤，致暴徒無機可乘、暴力衝擊圖謀被挫
敗。因此，周日集會遊行的平靜，是更大暴力衝擊來
臨前的短暫休止符，還是全面恢復社會秩序的轉折
點，目前仍要觀察，不能過於樂觀。
目前，香港社會出現各種不利於恢復秩序的傳
言，有人呼籲再次癱瘓香港國際機場，有人要再發
動所謂「不合作運動」阻地鐵運作，更出現各種抹
黑警方、打擊警隊執法權威的行動。警方昨再次呼
籲市民保持理性，不要參與「不合作運動」，不要
影響社會運作，同時警方重申，審批活動申請
會考慮活動涉及人數、地點、申請人
處理相關大型活動的

反罷課反欺凌 維護校園安寧
投訴機制，加重罰則，情況嚴重的話
應果斷註銷教師資格。
與此同時，有組織以反修例為名，
計劃 9 月 2 日在中學發動罷課，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已經表明堅決反對，強調
校園不應成為表達政治訴求的場地，
影響到學生的學習。學校是教書育人
的地方，教師有責任為心智未成熟的
學生傳道授業，決不能將校園變成發
洩政治情緒、製造政爭的場地，將學
生捲入政治漩渦。
在今次反修例風暴中，有被捕者年
齡最小的只有十三四歲，可見本港學
生受政治荼毒的嚴重。有教師帶同學
生上街示威，亦有教師因為暴力衝擊
受傷。如今有人又發動罷課行動，試
圖借開學之機，將政治帶入校園，教
育局和校方若不及時撥亂反正，其惡
劣影響恐將進一步擴大化。
尤其要重視的是，罷課行動只會進
一步激化學生之間的政治矛盾。參與
罷課的學生和不參與罷課的學生，好
可能會因此形成對立，難保不會有下
一步更激進的行動，欺凌不參與罷課
的學生。教育局、辦學團體和學校的
管理層，應盡力阻止學生參與罷課，
果斷處分組織、煽動罷課的學生，保
護學生免受激進思潮誤導。廣大港人
更要積極發聲，站出來批評煽動學生
罷課和參與政治行動的組織，保
護香港的下一代。

即建溝通平台 監警「查多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尹涵）
因應近日的社會
情況，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在
行政會議前會見
媒體時表示，特
區政府會馬上構
建一個開放、直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會馬上構建一個開
接的溝通平台， 放、直接的溝通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讓政府與各個階層、不同政治立場、不同背景人士進
行對話，為香港尋找出路。同時，監警會擬聘請海外
專家協助專案組審視有關議題，並考慮增加成員，同
時將把審視修例爭議各項投訴的範圍從 6 月 9 日至 7 月
2 日擴展到包括 7 月 2 日之後，暫時未設終結期限。她
已要求監警會盡快完成審視，在 6 個月內呈交報告，並

■監警會的調查範圍將延至 7 月 2 日後的活動
日後的活動。
。圖為 7 月
7 日的九龍區遊行後警民對峙情況
日的九龍區遊行後警民對峙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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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報告公開。

林鄭月娥在宣佈建立溝通平台（見
另稿）的同時，表示經過兩個多

月，聽到很多參加集會的市民對香港
發生的一連串紛爭、衝突甚至暴力都
很擔心，都有很多疑問，希望能夠知
道事實。因此，特區政府通過法定、
獨立的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
警會）履行其法定上的職能。
她指出，繼監警會於 7 月 5 日主動決
定審視警方在處理公眾事件中的程序
常規是否有不足後，監警會於上周五
召開了一個特別內務會議，並作出兩
項決定。一是與會成員一致通過延伸
審視工作範圍，由原本的 6 月 9 日至 7
月 2 日一直延伸至 7 月 2 日以後。
林鄭月娥坦言，有關日子暫時不設
一個終結時限，「因為恐怕大家都還
未看到這一次社會紛爭何時會完全停

止下來，所以延伸了的工作範圍包括 7
月 2 日以後的活動，希望能釐清相關事
實的情況。」
她特別提到，留意到社會最關注的
其中一件事件是 7 月 21 日在元朗發生
事件，「單就這件事便收到 53 宗須匯
報投訴，換句話說是佔了總投訴（大
型公眾活動或事件中涉及警務人員的
須匯報投訴）174 宗的三成，經延伸了
的審視工作範圍肯定會包括這元朗事
件。」

延聘海外專家增客觀性
第二個經特別內務會議通過的，是
為了確保這審視報告的客觀性，委員
會通過聘請海外專家。監警會主席梁
定邦早前去英國時，接觸和會見了很
多這方面的專家，特別是包括曾經親

自 處 理 英 國 2011 年 Tottenham 騷 亂 事
件的專家，林鄭月娥希望委員會能夠
早日聘請到這些專家提供協助。

引英例證毋須獨立調查
就有人堅持一定要有「獨立調查委
員會」，林鄭月娥指出，2011 年英國
騷亂後，英國當時並沒有成立所謂
「獨立調查委員會」，而是成立了一
個 4 人 委 員 會 ， 叫 作 Riots Communities and Victims Panel， 以 找 出 騷 亂 原
因。
她強調，監警會是一個法定及獨立
的機構，每位監警會成員獲委任後，
無論背景，都要獨立履行工作，且相
關工作會被社會監察。在處理針對警
員的投訴時，監警會還會安排觀察員
出席，現來自社會各界的觀察員已達

100 位。
同時，監警會為進行是次審視工
作，已特別成立了專案組，以及邀請
數位委員會主席組成督導委員會監察
有關工作，同時已同意聘請海外專家
提供意見，「我深信日後這份可以公
開的報告符合公平、公正、認真審視
的要求。」
林鄭月娥透露，目前專案組已收到
1,200 份資料，涉超過 2.4 萬個項目，包
括文字、圖片、錄影片段 。由於處理
審視報告或處理個別投訴的工作量很
大，不排除會增加監警會成員。
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有留意並正在
研究不同人提議的委員會，將在日後
與他們接觸、集思廣益，也希望通過
研究明白造成是次紛爭的原因或紛爭
反映的社會問題、深層次問題。

平台納各界對話 互諒溝通覓出路

特首：7 月 2 日後活動照查 要求半年內交報告並公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涵）一次次
的暴力升級，一次次的撕裂香港，社會
急須復原。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
示，目前香港各界共同的目標就是盡快
止暴制亂，因此讓各界真誠對話，了解
各持的立場，縮窄分歧十分重要。特區
政府會馬上構建一個開放、直接的溝通
平台，讓政府與各個階層、不同政治立
場、不同背景人士進行對話，「希望大
家能夠用互相諒解、尊重的態度，為今
日的香港尋找出路。」
林鄭月娥表示，在剛過去的周日，很
多香港市民在維園參與集會，集會大致
是和平進行，「我在此衷心希望這是社
會回復平靜、遠離暴力的開始。」
她強調，香港社會各界一定要透過對
話和溝通，才能夠縮窄分歧，減少暴
力，惟早前情況較為不穩定，令溝通工
作困難。「我看到在周日很多市民出來
是大致和平地集會，甚至很多市民是多
次參與這些集會，我們很願意與這些市
民和其他各階層市民、不同政見的市民
真誠溝通，希望我們能夠縮窄大家的分
歧，為香港找到一條出路。」

政府與各階層人士交流

林鄭月娥宣佈，特區政府將馬上展開
工作，構建一個開放、直接的對話溝通
平台，讓政府能與各個階層、不同政治
立場、不同背景的人士進行對話，並透
露周內就會先邀請曾為對話平台構建提
出建議的有心人，聆聽他們的意見。

承諾
「落區」與民溝通

她期望有關平台能讓香港社會早日
復原，讓特區政府能夠彌補社會現時
不足，讓香港社會繼續可以向前發
展。同時，自己和所有司局長亦很願
意到社區與市民直接對話和溝通，
「希望我們能夠努力化解分歧和矛
盾，透過對話，互相諒解，一起走出
今日的困局。」

林鄭：深圳建示範區 港需提升競爭力

■林鄭月娥昨會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涵）連月來的暴力
行動令香港經濟備受打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直言，香港經濟出現了下行風險，認為已
經出爐的上半年數字還沒有反映出問題的嚴重
性。特區政府將從政策方面繼續提升香港競爭
力；動用約191億元，為市民、中小企等有需
要的人紓困。她並認為，港深合作密切，深圳
將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行示範區，
將與香港優勢互補，對港肯定是有好處的。
林鄭月娥說，香港經濟現在出現了下行風
險，從上半年的數字已經可以見到，但就認為上
半年數字還沒有反映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她
指，政府將從兩方面應對：一是從政策方面看看

如何繼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尤其是一些針對個
別界別的政策方面；另外就是要支援有需要的
人，無論是中小企業或是一般市民。
她續說，上周財政司司長已率先公佈了一
系列措施，大概要動用 191 億元港幣，「希
望香港市民放心，特區政府會不斷監察現在
的經濟情況作出需要的準備，提出有效措
施。」
日前，中央宣佈支持深圳建設成為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的先行示範區，不少人擔心香港地位
不保。對此，林鄭月娥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裡
有9個內地的廣東城市跟香港和澳門，而在11
個城市裡香港跟深圳是最緊密的，因為兩者毗

鄰，「尤其是回歸以來，我們已經有一個深港
高層的合作機制，我們也是非常好的合作夥
伴。」

利灣區發展 惠科創合作
林鄭月娥指出，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裡，深圳跟香港也是核心城市，所以深圳若有
利好措施，相信對深港關係是有積極正面的作
用。她說，特別是科技創新方面，港深正在共
同發展一個科技創新的園區。
她強調，深圳建立先行示範區，對往後深港
優勢互補、對香港肯定有好處，但她亦強調，
香港仍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