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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黑衣暴徒惡行已接
近恐怖襲擊，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形容，香
港前晚經歷了二次大戰以來最大規模的破壞，港鐵
昨日全線癱瘓，「沒有任何其他城市像昨晚的香港
如此被自己的居民強暴。」他直言，這些聲稱要和
國家攬炒、和香港攬炒的人，實不自量力，「最後
被『黑暴運動』攬炒的，只會是不肯割席、機會主
義的『泛民』和廣大的基層青年。」
梁振英在 fb發帖(右圖)，指前晚暴徒的肆意破
壞，反映他們的行動會愈來愈激烈，接近或等同恐
襲級別，暴徒的成分也會愈來愈複雜。「請大家尤
其是青少年和婦女盡量減少外出，避免妨礙警察執
法。各新聞機構應慎重考慮是否適宜繼續派遣記者
上火線。」

心戰將升級 網上謠言恫嚇增
他續說，黑暴亦會將心戰升級，網上的謠言和恫

嚇會增加，包括航機撞樓、超市搶購、銀
行擠提、汽油短缺

等，目的是動搖信心，製造恐慌，破壞穩定，「這
些都是慣用伎倆，大家要沉着應對，要用常識常理
分辨真偽，不要將虛假失實或誇大的消息轉發。」
梁振英在另一帖文指出，「黑暴運動」是有「大

台」的，但「運動」有了自己的生命，就要「自
主」，加上未來的選舉都是名利雙收的黃金機會，
連登仔和勇武當然也要「各自努力」，不會讓別人
「掠奪革命成果」。所以幕後大台已經作不了主，
「運動已經失控。」
他續說，政治運動利用青少年的好處是「好使好
用，易呃易騙」，壞處是「易請難送」，不能收
繮。「不過幾天光景，激進化的程度已經去到中學
生襲警奪槍，大學生站在枱上向校長灑溪錢，以至
搶掠商店，中斷全部港鐵服務、集體朗讀『獨立宣
言』等荒唐行徑。」
梁振英認為，未來幾個月，香港經濟會急凍，生

活受打擊的不是老闆，是沒有資產沒有投資性收入
的基層職工和剛畢業的學生。明年春天，高低學歷
的青年人找工作會極其困難，屆時大家會關心借回

來的學費怎樣還，「『光復香港』很快會有

新的含義。」

利用和犧牲別人的青年子女
他還提到，「戰術上重視敵人」，「每時每刻，

對台前幕後破壞香港、破壞統一的各方敗類，我們
要認真對付，絲毫不能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當『黑
暴運動』進入反覆向下的階段，我們更要防範黑暴
勢力『死貓反彈』。『戰略上藐視敵人』，我們要
有戰略定力、有自信，不要跌落心戰陷阱，因為這
些人確實值得我們藐視：數典忘祖、色厲內荏、謠
言惑眾，更重要的是：利用和犧牲別人的青少年子
女。」
梁振英直言，不要說和國家攬炒，就是說要和香

港攬炒的人，都是不自量力，「打從37年前在北京
恫嚇中國政府的戴卓爾夫人開始，多少人說了多少
嚇香港人的話，和香港風雨同路，將種種不可能成
就為可能的真正愛香港、為香港付出的人，是『嚇
大的』。最後被黑暴運動攬炒的，只會是不肯割
席、機會主義的『泛民』和廣大的基層青年。」

12個社團，包括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香港福建社團聯會、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香港海南社團
總會、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
江蘇旅港同鄉聯合會、香港北京交
流協進會、香港滬港經濟發展協
會、香港山東商會聯合總會、香港
湖北社團總會、香港湖南聯誼總
會以及香港江西社團（聯誼）總
會，昨日舉行聯合記者會，並
發表聯合聲明。

龔俊龍：助警辨認違法者
來自各個社團的首長及代表首
先在會上一同高呼「禁止蒙面，支
持立法；止暴制亂，拯救香港」的口
號，隨即由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龔
俊龍代表宣讀聲明：
蒙面黑衣暴徒在過去4個月，於
香港各區大肆破壞，不僅侮辱及污損國
旗、國徽和區旗、區徽，公然挑戰「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使用致命武器瘋狂
襲擊警員，四處縱火，堵塞交通，毆打
市民，破壞店舖及公共交通設施，癱瘓
香港經濟，嚴重危害市民的生命財產安
全，足證蒙面暴徒已淪為無惡不作的恐
怖分子，必須依法予以懲處。
大家都不想看到香港暴力橫行、法治
不彰；不想生活在暴力恐怖之中；更加
不想香港這顆東方之珠沉淪。他們認為
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

立《禁止蒙面規例》有助警員辨認違法
者，協助舉證，可減少非法示威集會和
暴力行為，屬合情合法合理，是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的關鍵一步，他們對此表
示堅決支持。
龔俊龍強調，大家都將堅決支持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支
持特區政府採取一切有力措施止暴制
亂，支持香港警隊嚴正執法，維護法治
尊嚴，守護市民利益，恢復香港秩序，
以及維護全體香港市民免受暴力恐怖的
自由。

港十二省同鄉社團挺禁蒙面
堅決支持止暴制亂《規例》恢復秩序關鍵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為遏止近月不斷升級的社

會暴力活動，特區政府前日宣

佈訂立《禁蒙面規例》，並於

5日凌晨正式生效。香港十二

省同鄉社團昨日發表聯合聲

明，表示堅決支持特區政府採

取一切有力措施止暴制亂，並

認為《規例》可有助減少非法

示威集會和暴力行為，是止暴

制亂、恢復秩序的關鍵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就特區政府前日
宣佈訂立《禁止蒙面規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香港總會昨日發表聲明，強調持續和不斷升級
的暴亂已經使香港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規
例》有助防止極端暴力分子藉蒙面隱藏身份以逃
避法律責任，有利警方執法，是止暴制亂的有效
手段。
聲明指出，香港社會都看到暴徒蒙面帶來的嚴

重危害，已發出要求訂立《禁蒙面規例》的聲
音，外國亦都有類似《禁蒙面規例》的法例。該
會支持特區政府加大力度止暴制亂，運用一切可
行法律手段，維護香港法治，保護市民生命財產
安全，盡快恢復社會正常秩序。
該會並期望全港市民正視違法暴力行為對社會帶

來的嚴重危害，堅決反對和抵制暴力，共同支持特
區政府以有效法律手段止暴制亂，以和平理性對話
解決持續多月的亂局，讓社會早日恢復正常秩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鄭治祖）
香港訂立《禁蒙面規例》以期止暴制
亂，盡快恢復社會秩序，加中海外交流
協會會長、加拿大香港社團聯合會會長
陸炳雄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加拿大
自通過《防止在暴亂和非法集會中隱瞞
身份法》以來，至今再無蒙面暴亂事件
發生，反映有關的法例可以起到阻嚇的
作用。

G20峰會暴徒搶舖燒警車契機
曾在多倫多警隊擔任警察多年、多倫
多刑事辯護律師沈晨在當地時間10月4
日接受中新社記者訪問時，介紹了加拿
大當地相關法例訂立的背景：2010年6
月下旬，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在加拿

大最大城市多倫多市中心舉行期間，當
地出現大規模示威遊行。一些有組織的
示威者全身穿黑衣及蒙面，打、砸、搶
商舖，甚至燒毀警車。
2012年，加拿大保守黨國會議員布雷

克．理查茲（Blake Richards）在眾議院
提出被稱為《防止在暴亂及非法集會中
掩蓋身份之法案》的個人法案，刑事處
罰非法集會和暴亂活動中以蒙面等方式
隱藏身份者。2013年6月，法案獲正式
通過。

法案針對暴徒 護集會言論自由
加拿大眾議院的相關檔案資料記錄了

布雷克．理查茲當時的辯論內容。理查
茲說，這一法案恰恰可以保障集會自由

和言論自由，因為它僅針對觸犯法律的
暴徒。他相信民眾都明白，誠實的抗議
者與企圖躲藏在面具後煽動暴行的暴徒
之間是有區別的。
沈晨並指出，根據加拿大《防止在暴

亂和非法集會中隱瞞身份法》，任何人
在無合法解釋的情況下以戴面具或其他
變相掩蓋身份的方式參加暴亂，可處最
高 10 年監禁，香港的《禁止蒙面規
例》，違反規例者最高可判處罰款2.5萬
港元及監禁一年，顯示加拿大相關法例
的處罰力度要重於香港。
就加拿大的相關法例，陸炳雄向香港

文匯報記者表示，自該法律出台後，到
目前加拿大再無蒙面暴亂事件發生。
「一旦戴上面具，暴徒便會覺得已隱藏

了身份，認為藉此行暴便不需要付出代
價，更加肆意作出無法無天的刑事破
壞。」
他指出，在海外的港人都已注意到，近

四個月來，暴徒通過蒙面的方法隱藏身
份，肆意實施暴力犯罪，輕易逃脫法律懲
罰。香港當下出台《禁蒙面規例》很及
時，暴徒將會因怕觸犯法律而有所顧忌，
「三思而後行」，可以起到阻嚇的作用，
對止暴制亂、恢復法治發揮重要作用。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陸炳雄表示，

香港出台《禁蒙面規例》的目的是保障公
共安全秩序，防止暴力行為，阻止暴力人
士隱藏身份逍遙法外，對此，關心香港穩
定發展的海外港人都很支持。接下來，則
希望《禁蒙面規例》在出台後能夠得到嚴
格執行，遏止暴徒妄想再通過戴口罩等隱
藏身份的方式走上街頭肆意行暴，從而維
護社會治安穩定。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龔俊龍：
順應民意
過去近4個月的暴力行動愈演愈烈，廣大

市民早已忍無可忍，希望能夠盡快止暴制
亂，但問題是暴徒戴上口罩，會令警隊執法
遇到很大困難，而立法正是為執法提供法律
依據，對保護市民具有現實意義，特區政府
的決定順應了香港的最大主流民意。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
團結支持
不少西方國家及地區早已訂立《禁蒙面

法》，那些經常打着美英旗號的煽暴派口口
聲聲反對立法，無疑就是雙重標準。相信香
港大多市民都不願看到自己辛苦建立的美好
家園被暴徒破壞，所以大家必須團結，支持
特區政府及警隊執法。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候任會長涂輝龍：
必要迫切
違法示威者大多都戴上面罩，企圖借此隱

藏身份，逃避刑責，為警察執法造成很大阻
礙。立法是有必要性及迫切性，相信可有助
調查及蒐證，有效減少示威者的暴力及違法
行動。呼籲愛港的市民一起站起來，將違法
分子繩之以法。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會長張泰超：
勢在必行
立《禁蒙面規例》理據充足，亦勢在必

行。香港不能繼續亂下去，首要任務就是制

止暴亂。雖然推行的短時間內不能全面制止
暴亂，但無疑是恢復法治的重要一步，相信
特區政府和特首有能力解決問題，還大家一
個穩定平安的香港。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常務副會長車弘健：
有效阻嚇
暴力分子以蒙面手法進行非法行為，明顯

是將蒙面當成保護罩及免死金牌。特區政府
立法不單有助警方辨認違法者，更極具阻嚇
作用，聯會絕對支持政府立法以阻止香港現
時的暴力情況。
江蘇旅港同鄉聯合會會長馬忠禮︰
重奪自由
好好的一個人是不會無時無刻都戴着面罩

外出的，特別是當下亂局，戴面罩者都是別
有目的，意圖搞亂香港。身為土生土長的香
港人，希望全港想香港和平安定的「和理
非」市民都站出來支持立法，重奪被示威者
破壞的種種自由。
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常務副會長楊莉珊：
守護家園
暴力分子以蒙面方式隱藏身份、肆意破

壞，嚴重危害香港的治安及法治 ，更使前
線警察承受巨大壓力，造成民眾人心惶
惶。訂立《禁蒙面規例》，有助警方執
法，讓香港重回法治安寧的軌道，冀市民
不要再沉默旁觀，要支持立法，一同守護
家園。

香港滬港經濟發展協會副會長李德楨：
毋損自由
今次立法是針對暴力違法行為，目的是止
暴制亂，讓香港早日回復平靜，並不會影響
市民和平集會、遊行，以及表達訴求的權
利，更不會影響大家的日常生活。希望示威
者懸崖勒馬別再做暴力違法行為。
香港山東商會聯合總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王振明：合法合理
近月暴力行動不斷升級，主要原因是暴徒
蒙面，阻礙警方辨別身份，難以追究刑責。
該會強烈譴責有關行為，並支持政府立法，
這絕對是合情、合法、合理的。
香港湖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熊漢生：
貫徹落實
香港已進入危急存亡之秋，必須止暴制

亂，而《禁蒙面規例》並非香港所獨創的，
不少西方國家及地區早已立法；相信立法是
最即時有效的方法，並希望特區政府再研究
及採取更多有力可行的措施，確保法例得以
貫徹落實。
香港湖南聯誼總會副會長傅深根：
團結一致
立法是止暴制亂的第一步，社會應團結一致，
撐法治撐政府，讓香港能夠重回繁榮安寧。
香港江西社團（聯誼）總會主席王再興：
絕不姑息
蒙面暴徒肆無忌憚的破壞，已令全港市

民都必須面對嚴峻情況，止暴制亂是香港
的當前的首要任務，所以大家必須支持政
府立法，絕對不能姑息違法者。

居加港人指立法後再無蒙面暴亂 和統會挺立法 止暴有效手段

暴行忍無可忍 禁蒙面助平亂

■■全力支持實施全力支持實施《《禁止蒙面規例禁止蒙面規例》，》，香香
港省級同鄉社團聯合記者招待會港省級同鄉社團聯合記者招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禁止蒙面，止
暴制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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