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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法工委：港事須法治解決
強調止暴制亂為緊迫任務 指暴徒打砸立會襲警必依法懲治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昨日舉行第一次
發佈會，法工委研究室主任臧鐵偉作

為該委發言人，介紹近期相關工作，並就香
港問題回答記者提問。

反對美提涉港法案干涉港務
有記者問及，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日前

在一份公開的聲明中，指稱香港特區政府
「拒絕尊重法治」和「一國兩制」框架，更
鼓吹美國國會推動討論「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臧鐵偉在回應時表示，關注到近期美
國一些國會議員重提涉港法案問題，對香港
的一些事務，包括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香
港警隊嚴格執法說三道四，這是對中國內政
的粗暴干涉，「我們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
他強調，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
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的事務純屬中國的內
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
臧鐵偉指出，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得到
全面貫徹和落實，香港居民的各項自由和權
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這是任何不帶偏見的
人士所公認的客觀事實。近期以來，香港一
些違法犯罪的暴力分子公然攻擊打砸立法機
構，暴力襲警，肆意毆打無辜市民，這些行
為在任何法治國家都是嚴重的犯罪，都將受
到依法懲治。

批美毀「一國兩制」損港利益

他質問道：「對於香港特區政府和警隊依
法捍衛法治和秩序的正義之舉，美國有些國
會議員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一再抹黑和詆
毀。我也想請問，如果這些暴力行為發生在
美國，美國的法律、美國的警察會如何應
對？」
臧鐵偉指出，這是一個簡單的邏輯問題，

是一個判斷是非的標準是不是統一的問題。
他們的目的不是真正關心香港人民的福祉，
而是破壞「一國兩制」和香港的繁榮穩定。
他說，中方嚴正要求美國國會的有關議員

停止支持、包庇暴力犯罪分子，停止干涉香
港的事務和中國的內政，停止推動有關涉港
議案，多做有利於中美互信和合作的事情，
任何妄圖破壞「一國兩制」、破壞香港繁榮
穩定的圖謀都不會得逞。
被問及香港政改等問題時，臧鐵偉表

示，最近，關於香港的局勢，國務院港澳
辦7月29日召開了記者會，8月7日國務院
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還在深圳舉行了座談
會。
在這兩個會議上，對關於香港局勢的有關

問題都有詳細的說明。他重申，當前，香港
局勢壓倒一切的緊迫任務是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
臧鐵偉強調，「8．31」的決定是全國人

大常委會通過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決定。香港
事務的處理必須在憲法、香港基本法和相關
法律規定的框架內，在法治的軌道上予以解
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

員會發言人臧鐵偉昨日指出，近期以來，香港一些違法犯罪的暴力分子公

然攻擊打砸立法機構，暴力襲警，肆意毆打無辜市民，這些行為在任何法

治國家都是嚴重的犯罪，都將受到依法懲治。他強調，當前香港局勢壓倒

一切的緊迫任務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香港事務的處理必須在憲法、

香港基本法和相關法律規定的框架內，在法治的軌道上予以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香
港近期連串暴力事件，正在北京出席全
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全國人大常委譚耀
宗表示，絕大多數的香港市民都希望社
會能夠盡快恢復平靜，專心發展經濟，
否則經濟一旦滑落，將對香港社會帶來
很大的衝擊，社會的矛盾也會激化。不
過，他相信特區政府及香港警隊能解決
是次社會事件，毋須中央「出手」。

黑手在網上繼續煽暴
譚耀宗昨日向傳媒表示，雖然民陣在8

月18日的遊行大體上是和平的，但縱暴
黑手在網上仍有很多煽暴言論，故目前
未能確定日後會否再發生暴力事件。
他呼籲過往曾參加遊行示威以至暴力

衝擊的年輕人，即使有所謂的「崇高理
想」，也必須認真思考、懸崖勒馬，因
為他們的所為已經影響了自己以至香港
的未來。

未需要啟動基本法第十八條
被問及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規

定，倘若出現特區政府不能控制、危及

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權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由中央
頒令在香港實施全國性法律。對此，譚
耀宗指出，現在看不到人大會議的議程
內有相關的內容，也看不到有需要啟動
基本法第十八條。他有信心特區政府及
香港警隊能解決今次的社會事件。
被問及近日有大批武警車隊在深圳集

結，譚耀宗表示，內地進行止暴制亂的
演習，對中央來說是「準備工作」，
「有備無患」，一旦發生突發事情也能
應付。

譚耀宗：解困局毋須中央「出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港區婦
聯代表聯誼會第六屆理事會訪京團一行20
日來到全國婦聯座談交流。多位港區婦聯
代表在受訪時對記者表示，持續兩個多月
的違法暴力活動給香港社會造成巨大傷
害，希望參與其中的香港迷途青年「停一
停，想一想」，回到法治軌道上來，不要
再參與暴力活動。
港區婦聯永遠名譽會長、全國政協委員

王惠貞表示，香港從全球最安全的地方，

變成暴力充斥、不安全的城市，令人痛
心。此次風波對香港的負面影響比「非
典」更嚴重。港區婦聯作為婦女界的代表
社團，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
施政。當前，香港社會各界應旗幟鮮明對
暴力說「不」，幫助青年迷途知返，讓社
會重回法治軌道。
港區婦聯永遠名譽會長、七星控股有限

公司主席張心瑜表示，近兩個月的事件對
香港造成非常大的影響，現在香港經濟已

開始下滑，許多店舖不能做生意，滿街人
心惶惶。「當前最重要的就是止暴制亂，
大家一起出來救救香港！」張心瑜說，馬
上就要開學了，希望青年們好好讀書，不
要再走上街頭。香港是我們共同的家，我
們要好好愛護。破壞香港等於破壞自己的
家，只會幫了別有用心的人。
港區婦聯現任會長、長運製衣有限公司

董事彭徐美雲說，暴力活動破壞了香港的
法治與穩定，很多朋友說「活了六七十

年，也沒有試過這種情況」，眼前的局面
讓香港人心裡很難過。
為此，港區婦聯將會和婦女界其他團

體25日一起舉辦大型活動，希望讓社會
聽見媽媽的聲音。「我們想和青年溝通
交流，期盼用一顆媽媽的心去聆聽心
聲，化解矛盾，把孩子們喚醒。希望青
年們能停一停，想一想，不要再參與暴
力行動。」
「只有在法治社會，青年才有多元發展

的機會。如果沒有法治，就沒有秩序、安
全和自由，只會傷害青年自己。」港區婦
聯副會長、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律師指
出，年輕人是香港的未來，希望他們能遠

離暴力，讓社會恢復法治。
港區婦聯理事、柏軒諮詢服務有限公司

稅務主管熊璐珊說，兩個月的暴力行徑讓
港人失去對彼此的信任。她呼籲年輕人停
一停，想一想，他「希望他們不要只從自
己的角度看問題。請他們想一想，他們的
行為是幫助大家打造美好家園，還是在破
壞我們已有的美好家園？」
港區婦聯副秘書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楊靜表示，這兩個月的暴力亂象，最令
人痛心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撕裂。「很多
家庭吃飯，一談起來兒子可能跟父母吵
起來、甚至打架。這是很不健康的情
況。」

港區婦聯籲迷途港青回到「法軌」

▶法工委指暴徒犯罪行為將受到依法懲治。圖為
西鐵元朗站，警方防暴隊及速龍昨晚在元朗站附
近警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發言人臧鐵偉
21日上午舉行第一次記者會。 新華社

在昨日例行記者會上，警方表示，涉嫌在
將軍澳斬傷三人的男子已被控三項傷人罪，
今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另外，警方已拘
捕涉及在北區醫院疑虐打被捕人士的兩名軍
裝警員，以及一名已離職便衣探員。警方不
偏不倚，嚴正執法，不論任何人、持任何立
場，只要違法，警方都迅速將之繩之以法，
彰顯對暴力零容忍，盡力保障市民生命財產
安全。警隊盡忠職守、秉公辦事、維護法
紀，針對警隊的抹黑攻擊不攻自破，無損市
民對警隊的信心。相反，縱暴派只問立場、
不問是非，包庇縱容暴力惡行，充分暴露其
唯恐香港不亂的醜陋嘴臉和險惡用心。

反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力行為層出不窮，愈
演愈烈，令香港法治安定、市民人身安全受
嚴重威脅，警方一直無畏無懼、忍辱負重，
在艱難時期仍緊守崗位，維護香港的法治秩
序。香港沒有陷入完全癱瘓，警方的努力和
付出功不可沒。可是為了貶損警方的威信，
破壞警民的良好關係，縱暴派罔顧事實，向
警方強加罪名，挑撥離間，企圖刺激更多不
明真相的市民仇視、甚至憎恨警方。

縱暴派對警方指控最強烈的，就是誣衊
「警方濫用暴力」、「選擇性執法」；對元
朗「白衫人」只以較輕罪名拘捕，對異議者
就袖手旁觀，任由其被痛打。縱暴派散播不
盡不實的謠言謊言攻擊警方，包括在「8．18
集會」公然叫出針對警方的口號，目的顯而
易見，就是要摧毀守護香港法治的最重要也
是最後一道防線。

事實勝於雄辯。警方不僅迅速拘捕在將軍
澳連儂牆爭拗中斬傷三人的男子，又拘捕在
北區醫院懷疑虐打被捕者的現役警員和退役

探員。在昨日記者會上，就警員涉嫌虐打被
捕者一事，警方發言人指出，如經過調查及
徵詢律政司意見，或再加控其他嚴重罪名，
警方無意減輕有關警員罪名。警方以實際行
動表明，警方執法一視同仁，違法就是違
法，暴力就是暴力，不管黃藍黑白，即使警
隊中人，警方一概以法律為準繩辦事，只要
違法就毫不手軟依法處置，更不會包庇自己
人。

除了警方嚴正公平執法，打擊一切暴力之
外，建制派昨亦到將軍澳警署請願，希望警
方盡快將兇手繩之以法，祝願傷者早日康
復，強調不要以暴易暴，暴力不能解決問
題，呼籲「大家放低暴力、放低仇恨」。這
代表了有良知、真心愛香港的大多數市民，
對任何暴力都不容忍、不接受，渴望香港盡
快止暴制亂，重回和平理性。

警方、建制派對暴力零容忍，與之形成鮮
明對比的是，縱暴派始終不肯與暴力割席。
他們逼政府必須接納的「五大訴求」之一，就
是要求撤銷對所有暴徒的控罪；暴徒在香港
機場眾目睽睽下禁錮、毆打內地遊客和記
者，縱暴派竟然輕描淡寫說只是「犯錯」，而
且說暴徒「已經道歉」，言下之意公眾不應再
追究，有縱暴派政客甚至認為暴徒是行使「公
民拘捕權」；最令人心寒的是，縱暴派揚言，
若警方繼續「選擇性執法」，政府再不回應「五
大訴求」，「擔心暴力事件再次出現」。

縱暴派埋沒良知，顛倒是非，把產生暴力
的責任全數推到警方和政府身上，罔顧法治
公義，包庇縱容暴力，正是暴力難以平息、
把香港推向不歸路的
最大黑手。

警方不偏不倚嚴正執法 抹黑攻擊不攻自破
反修例暴力運動持續兩個多月，不僅出現

「恐怖主義行為」的苗頭，而且「新恐怖主義」
正在滋生、蔓延，對香港的繁榮穩定、「一國
兩制」成功落實形成越來越嚴重的威脅。警方
必須堅決果斷打擊、制止「新恐怖主義」氾
濫，本港更應借鑒各國反恐經驗，盡快啟動
反蒙面法、禁用Telegram等的立法行動，以
更強大的法治力量，守護香港法治安寧。

根據西方學者的研究，「新恐怖主義」誕
生於上世紀90 年代，北愛爾蘭共和軍就是典
型的「新恐怖主義」。傳統恐怖主義往往是
因與本國有利益衝突而製造暴行，比如拉登
策劃的「9．11」恐怖襲擊，就是傳統意義的
恐怖主義，「新恐怖主義」政治色彩更濃，
是為達至特定的政治目標，採取極端暴力行
動。

有學者指出，香港反修例的暴力行動，都
與「新恐怖主義」的 7 大特徵高度吻合，包
括：暴力事件由本土滋生出來；目的是政治
訴求；不在談判桌前尋找一席之地；不僅對
本國、本地區產生安全威脅，且搗亂國際秩
序；行動沒有「大台」，每個成員都有一定的
自主權；受攻擊的對象可能為特定的階層、
族群，例如警察、建制派等；暴力行動目標
為贏得公眾，對執政者施加壓力。

本港「新恐怖主義」，因對政治制度心存
不滿，持續實施暴力衝擊，不惜玉石俱焚，
是對自由開放、包容多元的香港的極大威
脅。「新恐怖主義」不能有效遏止，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經貿中心，國際旅遊城市將毁

於一旦。中央、特區政府和廣大市
民，絕不允許這種不

堪情況在香港發生。
面對「新恐怖主義」迫在眉睫威脅，香港

社會各界必須防微杜漸，採取迅速行動嚴厲
打擊。社會各界不僅要凝聚反暴力的強大民
意，政府更要借鑒國外反「新恐怖主義」的
成功經驗，加強打擊「新恐怖主義」的力度
和成效。

一是盡快制定「禁蒙面法」，禁止任何人
士在公眾場所遮面掩飾身份。目前德、美、
加、俄羅斯等國都立法禁止示威者在遊行過
程中蒙面戴口罩。德國法律規定，公眾集會
中不可以掩飾身份，以便警員能夠辨認，違
法者可以被處一年監禁。最近有香港示威者
在德國科隆蒙面遊行，即遭當地警察依法強
令其除去口罩。

二是立法禁用Telegram。本港連場暴力衝
擊中，暴徒透過通訊軟件Telegram密謀亂港
詭計，Telegram保密度極高，又有「毀屍滅
跡」功能，警方難以截取消息及搜證。目前
俄羅斯、伊朗及印尼等國家早已基於保安理
由，禁止使用 Telegram。過去兩個多月，暴
徒透過Telegram互通消息，作為統籌、指揮
及文宣等工具，特區政府有必要正視問題，
如軟件具犯罪成份的話，應予以禁止。

三是加強國際合作，截斷「新恐怖主義」
的資金供應。本港已於 2017 年 6 月將《2017
年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修訂）條例
草案》提交予立法會，並於2018年3月獲立
法會通過，5月31日生效，並設有《打擊洗
錢修訂條例》。這些法例可凍結恐怖分子的
資金來源，有效抑制暴力活動。因應「新恐
怖主義」抬頭，本港應充分運用有關法律打
擊暴力、維護法治。

堅決打擊「新恐怖主義」守護法治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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