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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暴徒大肆破壞港鐵太子站更毆打乘客，被速龍特警
制止及圍捕，40 名暴徒一網成
擒。暴徒不甘慘敗，一周前開始
在網上造謠，初時聲稱有一名
「死士」被「打到嘔白泡」及
「斷頸亡」，屍體放廣華醫院殮
房。
在醫管局否認有人死亡後，有人
又再誇大「故仔」，加碼稱有6人
「死在太子站」，更被「秘密運走
火化」，過程「被港鐵CCTV影
到」，只是被各方「隱瞞」。有人
更將矛頭指向消防處，指稱現場救
護指揮官當晚曾報告有 10 名傷
者，但隨後更正為7名，質疑消防
處更改資料。

聲稱「內部消息」指「有死人」
雖然警方、消防處和醫管局都多
次澄清是造謠，但又有聲稱是死者
老公、親友，和自稱任職警隊、醫
管局、消防處和港鐵者，言之鑿鑿

地稱得到「內部消息」指「確有死
人」，且揚言 6 日是「死士頭
七」、有人更指稱港鐵儲存CCTV
片段的最後期限，之後就會刪除，
及號召網民昨到太子站逼港鐵交出
CCTV。

大堂演哭喪 引議員抽水
於是，昨晨上10時半開始，太

子站大堂上演哭喪一幕，先有一
名身穿黑衫、白褲的少女到來下
跪聲援，約半小時後，又有一名
黑衣青年加入，高呼口號要求港
鐵交代，更大嗌「CCTV」，
「香港人加油」，立法會議員張
超雄也到場抽水。
其後，一名戴帽和口罩的婦人

跪地哭叫：「香港人點解咁淒
涼！」有女口罩黨上前安慰，其
後再有一名女子前來下跪，表示
當晚在太子站內，曾吸入催淚煙
不適，現在不敢搭港鐵等。不
過，有網民就踢爆該名戴帽的

「悲情」婦人，其實是「鳩嗚
團」常客。她耳塞手機聽筒，疑
有人在電話另一端教她背「台
詞」。
中午時分，有身穿校服的女生

到場聲援，現場聚集逾50人，港
鐵取來一把風扇為眾人散熱。至
中午12時35分，現場傳出有人已
經報警，眾「街坊」扶起3名下跪

的男女，並將他們帶離現場，其
他則協助清理放在地上的紙牌離
去。
有網民揶揄縱暴文宣智商低

下、邏輯混亂，一方面暴徒打爆
所有閉路電視，現在又逼港鐵交
片段，既然有6人死亡，但又無親
友報失蹤，如此故弄玄虛兼低能
的故仔，竟然有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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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就煽暴派、縱暴派公然發放假消
息，多位建制派議員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為政治目的而挑
撥社會情緒十分可恥，他們並呼籲
市民對網絡訊息秉持核實事實
（fact check）的精神，避免被煽動
和利用。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認為，身為
政治人物，說出的每一句話都應該
經過考證，否則會引起很多不必要
的誤會，而包括梁翊婷等人發佈的
言論，難免令人質疑是刻意挑動的
行為。
他強調，在網上有人傳出「8·31

太子有人傷亡」的謠言後，醫管局
已經第一時間澄清，無人因此事死
亡，「令人懷疑她是刻意挑撥矛
盾，這是可恥的行為。」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指，身為從政

之人，這樣的言論非常不負責任，
旨在引起民眾恐慌、挑起警民矛
盾，必須予以譴責。他呼籲市民，
生活在網絡時代，一定要有獨立思
維及核實事實（fact check）的精
神。「騙徒的手法層出不窮，網上
謠言非常多，大家一定要打起十二
分精神。」
他直指，在整個反修例的風波
中，可見到大量假新聞在反對派

陣營中出現，有些是假的概念，
有些是偷換概念，「政治是立
場，辨別真假是良知，不能這樣
傳謠欺騙還振振有詞，要有底
線。」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批評，現時確

實有別有用心之人用假消息挑動民
眾，以期達到政治目的，但即使是
在虛擬世界違法，亦需要承擔法律
責任。他並希望市民能夠了解事
實，擦亮眼睛分辨真假。
盧偉國指出，不排除部分市民是

因被假新聞蒙蔽而去到太子站示
威，激進者聲稱是要爭取自由，卻
通過破壞社會法治，剝奪其他市民

自由，甚至隨意襲擊不同意見的
人，「只要是違法，即使今日逃
脫，亦必將被追責。」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直言，這則新
聞很假，但目前市民情緒很不穩
定，容易輕信及受到煽動，甚至做
出衝動行為。有關人等傳播這樣的
消息是很不負責的，「嚴格來說，
散播無根據的假新聞是需要負法律
責任的。」
她續說，縱暴派有人在網上煽
動，更有人在現場挑起情緒。「其
實如果大家是真的要求港鐵提供視
頻，可以通過正規渠道申請，何必
這樣毀壞地鐵站？」

煽暴派屢放「流料」建制籲核實事實

8．31日晚40名暴徒搗亂太子站及打乘客，

被警方一網成擒。連日來都有黑衣人到太子站

放花圈追念不存在的「死士」。事緣縱暴文宣

編造「消失的死士」故事，造謠指有6名「義

士」被警員「打死、咬斷頸」，更被「毀屍滅跡」，借這

個天方夜譚的「故仔」號召黑衣人到太子站和旺角警署

「討血債」搞破壞，更炮製「小市民」跪求港鐵交出閉路

電視片段的「催情戲」，令人哭笑不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縱暴派、暴徒近日不斷散
佈謠言，聲稱有「義士」被警員在太子站「打死」，引發連
日太子甚至旺角均出現混亂，其中一個始作俑者就是民主黨
中委梁翊婷：她日前在網上肆意傳播謠言聲稱「太子站死了
6個人」、「是警察從後90度拗斷頸致死」云云。有關消息
被廣泛傳播，連「自己人」也看不過眼，但她非但拒絕認
錯，更聲稱「播謠有理」。
梁翊婷日前在網上傳播假信息，聲稱有街坊向她爆料稱

「太子站死了6個人」，「6個人都是斷頸死」、「是警察
從後90度拗斷頸致死」、「醫護警察都知」，又稱以前
「有街坊」報料給她，「最後發現條料好堅」云云。

「自己友」都看不過眼
此信息一出，連本應是「同陣線」的前街工成員王曉君都

看不過眼，要求求證。她在facebook發帖道，自己見到有關
消息後，即在IG「問一問呢位社區幹事可否追查下去，既
然佢講到街坊啲料咁堅，咁佢真係會當係真咁去追一追？例
如最基本既（嘅）留街坊contact、同佢做個完整紀錄、問佢
可否介紹殮房朋友之類咁啦。點知一問之下，佢答：『都唔
會求真到，當聽下先啦』仲要比（畀）個笑容emoji我。」
她直言：「好多人真係好緊張831真相，姑勿論死人係真

係假，俾你咁搞法越吹越大……但原來你自己都唔信、聽完
就算，既然個source係咁，大家無謂再傳死六人嗰個post
了，要操作fake news都唔好咁搞法。……要追真相，但用
行動同合理推論、追查，唔好亂×吹。」

揚言「開啟全面假新聞」
梁翊婷昨日在其facebook為自己傳播假消息狡辯，聲言

「沒有什麼需要澄清」，聲稱「真與假還重要嗎？不信任根
植在心底，互相仇恨對方。我會相信我仇恨的人嗎？不
會」，又聲稱「開啟全面假新聞」，哪怕以「沒有人相信真
相」為代價，「這是世界的新常態」云云。
「Roger Lee」就留言狠批：「人人都會相信自己想相信

嘅事，但稍有知識水平同理性嘅人會選擇聽完就算，到事態發展到合適時
機先會公開評論，而唔會好似你咁聽到街坊獨家猛料就如獲至寶周街唱。
你係民主黨中委，又代表民主黨做緊地區工作，要面向公眾，一言一行都
有影響力，有乜理由可以亂講？有人提你，就輕挑地回應反正都fact
check 唔到。我係你就講少句啦，有無諗過有人信你的話，情緒激動會做
出傻事？咁大個人喺政圈有少少身份講野（嘢）都唔經大腦。」
「Jay Rila」亦話：「作為政治人物，真係唔好隨意帶風向，唔係咩
『對家用fake news就得、我地用fake new就唔得』既問題，而係太多
mentally unstable既（嘅）手足，可能誤信你一個傳言，就會更加絕望，
更加想跳。唔係話唔查，係小心處理。」

■民主黨中委梁翊婷傳播謠言，拒絕認錯。 網上截圖
■有黑衣人在太子站大堂上演哭喪一幕，高呼口號要求港鐵交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網民踢爆「悲情」婦人為「鳩嗚
團」常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網上有人散播離奇「故
仔」。 網上截圖

反修例暴力示威活動持續3個月，特
區警隊成為維護社會治安的最後屏障，
也因此成為暴徒的眼中釘。煽暴派、縱
暴派議員和暴徒故意散播針對警察的仇
警謠言，煽動社會對政府和警隊的不信
任，其用心十分險惡。特區政府和警方
必須迅速行動，懲治這些在網上散播仇
警謠言的人，阻止他們無休止地胡作非
為。

雖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釋出最大善
意，宣佈將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以消除社會上一些人的疑慮。但別有用
心的暴力分子仍然沒有停止暴力，相反
是變本加厲，每日都衝擊警署和港鐵
站。在暴力的背後，是一班人在網上散
播仇警言論，鼓動市民走出來對抗警
察。例如民主黨中委梁翊婷近日就發放
駭人聽聞的消息說：有「社區人士」向她

「爆料」，稱港鐵太子站有6個人「斷頸
死」，是警察「從後90度拗斷」的。雖然
事後證實根本是無中生有、惡意中傷，
但梁翊婷仍厚顏無恥地稱「條料好堅」，
但「FACT CHECK就費事講了」。

隨着暴力活動的不斷升級，網上和現
實針對警員的仇警情緒亦不斷升級，已
經由煽動向警員及家人「起底」恐嚇，
發展到將殺警的恐怖言論轉化為實際行
動。根據媒體梳理，僅僅是自8月30日
至 9 月 5 日的短短一周內，已經發生四
宗針對警員的案件。由早前葵涌警署休
班警員被狂徒斬傷，到警方在北角追截

客貨車被人用仿真槍指，到狂徒在網
上狂言要「買起警察」。從警方最近不
斷檢獲大殺傷力武器來看，不能排除真
的有人在策劃對警員發動致命攻擊的可
能。香港正處於危急關頭，特區政府和
警隊對此必須嚴陣以待。

無論是現實世界的攻擊警察，還是網
上的仇警言論，都同樣干犯香港法律。
警方多次強調，現實世界的大部分法
律，在網上世界同樣適用，例如有關恐
嚇的罪行同樣適用於互聯網上。任何人
以身試法，警方都會嚴懲不貸。但自6
月以來，網上仇警謠言愈演愈烈，警方
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調查多時，
一直未見破獲重大的網絡恐嚇案件，散
播仇警謠言的幕後黑手也不見被繩之以
法。警方必須加快調查進度，盡快懲治
違法之徒，彰顯法治。

持續的網上「起底」、欺凌已導致逾
千名警員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
脅，暴徒更揚言傷害他們的子女。這些
卑劣行徑已經完全超越和平示威以至道
德、法治的底線，必須嚴厲譴責、依法
打擊懲治。必須看清，極少數激進分子
根本無意收手，而是勢要破壞法治、搞
亂香港，因此止暴制亂已經到了刻不容
緩的地步。特區政府和特區警隊都必須
有勇氣，非常時期祭出更有效的非常手
段，例如盡快訂立《禁蒙面法》以阻嚇
街頭暴徒，又或者考慮啟動《緊急法》
以盡快恢復社會秩序。

迅速嚴厲執法 制止仇警暴力蔓延
評級機構惠譽昨將香港長期外幣信貸評級由

「AA+」降至「AA」，是1995年以來首次，特區
政府表示不認同惠譽對香港近期發展的評估。近3
個月的連番暴亂已對香港的國際聲譽和形象造成極
大影響，惠譽調低香港評級，再次警示暴力衝擊是
傷害香港法治、破壞「一國兩制」實施的最大禍
首。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表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
依法止暴制亂，香港有豐厚財政儲備和良好營商環
境，國家正以大開放發展高質量經濟，泛珠區域全
面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建設，帶給香
港重大發展機遇，香港要盡快重回發展正軌，而堅
守法治、止暴制亂，正是關鍵第一步。

香港評級被調低，對香港實際影響有限，但可能
影響到在港企業的評級，帶來企業舉債融資的成本
上升，也影響外資對香港投資的信心，對香港致力
發展國際債券中心也造成影響。不過香港評級雖被
惠譽調低，但仍為AA的優越評級，另外兩間評級
機構穆迪及標普，現時分別給予香港 Aa2 及AA+的
優越評級。現時香港的經濟基本面穩健，截至7月
末，香港財政儲備為11,437億元，相當於特區政府
23個月的開支，香港財政狀況及對外資產淨值長期
以來位居國際前列，加上銀行體系穩健、銀行資本
充足、流動性管理有效、資產質素健康，因此，香
港有信心繼續享有優越的信用評級。

值得注意的是，惠譽下調評級是反映持續多月的
示威和暴力衝突的影響，對香港評級的負面展望，
是反映持續的社會不穩，會影響政府管治和對營商
環境的信心，惠譽預期香港今年經濟零增長。惠譽
調低本港評級所發出的警號必須正視，本港暴力衝

擊不斷升級，除傷害本港經濟之外，已開始
波及本港的國際聲譽和外界對

港長遠經濟發展的信心，若暴力衝擊持續，將削弱
外商對本港營商環境和法治的信心，這將直接侵蝕
到本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根基。縱暴派及暴力參與者
不斷升級暴力衝擊，正是破壞香港法治和社會秩
序、觸碰「一國兩制」底線的最大禍首。

要修復國際上對香港的負面評價，重建對香港未
來發展的信心，必須堅守法治、止暴制亂。正如特
首林鄭月娥昨日所言，有些不斷提出的訴求，可能
令香港違背法治，如要求特區政府釋放全部被捕的
人，不追究、不檢控這些違法人士，這正違反了香
港的法治，如果特區政府答應這種訴求，恐怕國際
對香港法治的看法更加負面。事實上，正是因為特
區政府堅守法治原則，依靠警隊對任何違法行動果
斷執法，才確保了香港的法治根基穩固和「一國兩
制」的堅定實施。

特首林鄭月娥昨與泛珠三角「9+2」行政首長在
南寧達成共識，要全面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共
同推動「一帶一路」有機銜接，泛珠各區將加強基
礎設施互聯互通，共建西部陸海新通道，加強產業
深度協作，構建區域協同的產業體系和創新網絡，
深入推進區域旅遊合作，加快推進市場一體化建設
等，香港將在創新科技和「一帶一路」合作方面與
泛珠加強合作。進入泛珠一體化的大市場，以及東
盟新市場，有助於香港減低中美貿易戰和暴力衝擊
帶來的經濟衰退影響。目前香港核心競爭力，如資
金、貨物、資訊、人才的自由進出，簡單低稅制、
健全的監管制度、法治和司法獨立、高素質的專業
服務等，仍未受到暴力衝擊更多影響，香港面臨國
家高質量發展的眾多機遇，香港要堅守法治、凝聚
反暴力民意，盡快止暴制亂，這是重回發展正軌、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關鍵一步。

正視降級警號依法止暴制亂 把握泛珠機遇建好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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