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志光：禁蒙面「法力」續顯現
盼加大執行力度盡快回復平靜 煽暴派動議再被否決

為充分討論相關規例，《禁止蒙面規例》小組
委員會在首次會議上通過稍後向立法會主席

申請延長審議期，惟陳淑莊昨日提出動議，聲稱
要「買多重保險」，要求在本月13日立法會大會
質詢環節後立即處理延展期限動議，將規例審議
日期延展3星期至下月4日。
《禁止蒙面規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定光指，
如果順利，今日或者明日延展議案會上會，萬一
做不到，本月13日亦應該不會有問題。最終該項
動議在16票贊成，26票反對下被否決。

警員蒙面免受傷害合理
身為煽暴派的教育界議員葉建源會上聲稱，警
員在執行任務時蒙面，令警方更「肆意使用過分
武力」。區志光回應說，警方依法處理危害公共
安全和秩序的非法行為，並相信警員使用武力符
合相稱原則。雖然規例條文同樣適用於警務人
員，但強調警員蒙面免受傷害，可以成為合理辯
解，不受規例規範。
民主黨的黃碧雲則造謠稱，警方「多數」不批
不反對通知書，並顛倒是非，稱是警方不批不反
對通知書令一些人要行使「權利」時變成參加非
法活動，更將相關人等違法蒙面美化成「想辦法

保障自己」，「難道給你秋後算賬？」
區志光指出，自6月9日起，與反修例相關的公

眾活動有超過680宗，其中超過180宗有暴力參
與，通知警方的220多宗活動中，亦只有44宗被
警方反對。
他續說，警方一定是就事件本身會否出現暴力

或違反公共安全的情況，才決定是否批出不反對
通知書，重申樂意配合和平集會，但當有相當大
風險出現暴力的時候，警方必須作出預防措施。

記者採訪宜與警方配合
區志光表示，目前暴力事件已進入惡性循環、

持久不息，過去5個月不斷升級，暴徒為逃避刑
責蒙面，令警方搜證和檢控非常困難，受害的是
守法的香港人、小本經營的小商戶、面臨裁員的
基層市民，以及心存僥倖但被捕、自毁前程的年
輕人。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提到有警員在施放催淚彈

後，要求記者除下面罩，令獲豁免權的人士受傷
害。區志光回應說，記者在現場採訪使用蒙面物
品保護人身安全屬有合理辯解，「剛才議員講的
是執行情況，執行情況永遠可以做得更好，雙方
面有諒解和配合會做得好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黑衣魔暴力亂港近5

個月，各界希望特區政府能立即使用多種有效手段止暴

制亂。立法會《禁止蒙面規例》小組委員會昨日舉行第

三次會議，在早前已通過稍後申請延長規例審議期、以

確保充分討論的情況下，煽暴派議員、「民主派會議」

召集人陳淑莊會上要求於下周三的立法會會議質詢環節

後，立即處理延展期限動議，「買多重保險」以修改規

例，最終在26票反對下被否決。出席會議的保安局副

局長區志光強調，現時本港的暴力事件已進入惡性循環的境況，禁蒙面法實施以

來，效果陸續顯現，期望加大力度執行後，可令香港盡快回復和平寧靜。他又強

調，警員蒙面免受傷害，可成為合理辯解，不受規例規範。

煽暴派自立法會復會後頻頻
在大小會議上拉布，令人擔心
在目前暴衝導致的經濟寒冬
下，各項紓解民困措施將被拖
延。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昨日
表示，要推動改善民生、拉動

經濟的措施，大前提是香港要回復平靜、回復
理性，停止暴力。他呼籲大家要清楚向暴力說
「不」，讓香港可以重新出發，回復我們大家
所熟悉的香港。
張建宗在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指出，

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已連續兩季負增長，第三季
的負增長更至2.9%，香港已進入技術上的經濟
衰退，故特區政府會密切留意整體經濟發展，
特別是消費行業，包括旅遊、物流和餐飲等
等，或隨時推出新的紓困措施。

張建宗：平靜理性是建港前提
「但最重要的是任何改善民生、任何拉動經
濟的措施也好，都是建基於一個大前提，就是

要香港回復平靜、回復理性，所以歸根究底我
們希望能夠使香港的暴力可以盡快停止。我一
再呼籲大家與暴力割席，清清楚楚說『不』，
讓香港可以重新出發，回復我們大家所熟悉的
香港。」他說。
張建宗並提到，各政策局局長正陸續到立法
會的相關的事務委員會介紹新年度施政報告各
項利民惠民措施，要特別留意的是，儘管財委
會在此前兩次會議上批出了T2主幹路和茶果嶺
隧道工程，及將軍澳海水化淡廠第一期的設計
和建造工程，涉及加起來是237.5億元，為建造
行業製造一些就業機會，但仍有很多在財政方
面正待撥款的項目正等待財務委員會的審批。
被問及政府何時會再舉行公開對話會，張建
宗表示，政府一直有舉行閉門的深度對話，而
第二輪的公開對話將會在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
後推出，而各司局長都會落區、到民間組織等
聽意見。「所以我們有幾個層次，可以說是三
管齊下，都會繼續做工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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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止暴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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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公務員參
與反政府的違法活動而被捕，引起社會關注。
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昨日強調，特區政府、市
民對公務員盡忠職守都有期望，公務員可參與
集會，但須緊記政治中立、不偏不倚，以服務
社會為己任的出發點，並對過去幾個月有很小
部分公務員參與違法活動感到十分遺憾。
近月有多名公務員參加反政府集會，甚至因

參與暴動而被捕，張建宗對有個別公務員參加
違法行動被捕感到相當遺憾，並強調公務員的
首要工作是要服務社會、服務社群及支持政府
政策，而特區政府和市民都對公務員有期望，
「應該是盡忠職守，為政府、為服務市民為己
任，這是我們政府聘請公務員的目的。」
他續說，公務員有權參與宗教活動等集會，

「但如果有關政治便真的要小心、取向要小
心，因為你不能夠與政府對着幹，給人有一種
壞印象，與政府立場違背，背道而馳的話，這
的確會引起爭議，大家一定要記着，我們始終
是政治中立、不偏不倚，以服務社會為己任作
為公務員的出發點。」

澄清被捕助理主任非直屬
張建宗又就早前有報道指一名「政務司司長
辦公室的助理文書主任」被捕一事澄清，指該
名人員隸屬禮賓處，而禮賓處與行政署、政府
檔案處等均在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屬下，「雖然
都是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屬下，但實際上並不是
直接為我工作，亦不是我的私人辦公室，這點
我要澄清，因為有些人誤解以為是我私人辦公

室有同事參與，絕對不是。」
被問及近期傳媒與警方的關係

似乎比較緊張，張建宗強調，新
聞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新聞
媒體的採訪在合理的環境下，應
該盡量方便他們，「但往往在這
些前線混亂的環境下，的確很難
有時事事都盡如人意，但大家要
互相遷就。」
他續說，前線警察受很大壓

力，往往要工作十多個小時，
「但不等於說因為這樣，大家關
係要緊張。我相信記者都辛苦，
大家跑得很辛苦，所以我希望互
諒互讓。」

張
建
宗
：
對
公
務
員
參
與
違
法
活
動
感
遺
憾

■張建宗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 中通社

■禁蒙面法實施以來，效果陸續顯現。圖為10月31日晚上，大批戴上面具或蒙面示威者違規在中環
蘭桂坊一帶聚集。 資料圖片

■區志光表示，期望香港盡快
回復和平寧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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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
博覽會開幕式上，宣佈推進更高水平對外
開放的五大舉措，帶給環球市場重大利
好。美國昨日卻正式通知聯合國，要求退
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中
國拉手世界、主動拆牆，積極向世界開放
市場，與各國分享發展紅利，顯示擴大開
放的決心氣魄，展現中國與世界共贏合作
的誠意擔當、遠見卓識和高度自信。美國
卻一再鬆手退群、以鄰為壑，築牆挖溝打
貿易戰，其損人利己的短視卸責，讓美國
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越來越孤立。

一年前，習主席在首屆進博會上宣佈的
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舉措逐步落實，如外
商投資法將於明年1月1日起實行，全面實
施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已
經出台，擴大進口降低關稅取得重大進展
等。在對外開放上，中國言出必行、說到
做到，且超出預期，再次證明中國順應經
濟全球化潮流，堅定對外開放的方針不會
變，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如今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全球最
大，市場潛力巨大。昨日，中國再推出五
大開放新舉措，包括繼續擴大市場開放、
完善開放格局、優化營商環境、深化多邊
合作、推進共建「一帶一路」，顯示中國
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提升，既包括
服務業、農業等市場開放，也包括科技創
新合作，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
營商環境等制度性開放。中國市場的開放

升級，帶給世界新機遇，也證明中國成為
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引擎和國際貿易的
最大穩定因素。

面對全球化發展不平衡問題，習主席表
示，將「堅持拉手而不是鬆手，堅持拆牆
而不是築牆。」中國堅持人類優先的理
念，以協商合作解決矛盾摩擦，贏得世界
各國的肯定和讚賞。

與中國自信開放、與世界共贏發展形成
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為了一己之私，不斷
「退群」卸責。《巴黎協定》是聯合國具
法律約束力的氣候協議，為2020年後全球
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作出安排，但美國總統
特朗普認為，該協定讓美國經濟處於不利
位置，因而退出。環保組織大自然保護協
會的聲明指出，《巴黎協定》是最重要的
全球性成果，標誌着全世界認識到氣候危
機的緊迫性和廣泛性，美國政府退出協定
非常短視。

今 年 東 盟 峰 會 ， 特 朗 普 再 次 「 放 鴿
子」，甚至連彭斯（Mike Pence）亦未親
臨，只派出新上任的國安顧問奧布萊恩。
為表對美國忽視的抗議，周一召開的東盟
─美國峰會上，只有泰國、越南和老撾的
領袖出席，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更呼籲
各國團結，強硬應對貿易戰威脅。美國奉
行保護主義，只強調美國利益優先，不尊
重其他國家，將一己之利凌駕於人類利益
之上，其後果必然是越來越沒朋友，
越來越難以引領世界。

中國開放擔當遠勝美國短視卸責
在將軍澳停車場墮樓受傷的科大男生，情況仍

然危殆。警方昨晚召開記者會，交代事件調查的
進展。事件是任何人都不想見到的悲劇，目前該
名男生受傷的真相並未明了，煽動、縱容暴力的
勢力已迫不及待炒作，將男生受傷的責任推給警
方，企圖吃「人血饅頭」，煽動仇警情緒，給暴
亂火上澆油。在暴力抗爭歪理的誤導、洗腦、煽
動下，一些年輕人被捲入暴力惡浪之中，人身安
全、個人前途都面對巨大風險，隨時會付出難以
承受的代價。社會各界應引導年輕人冷靜反思、
幡然醒悟，吸取血的教訓，遠離違法暴力，珍惜
生命和前途。

科大男生受傷事件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特首林
鄭月娥身處上海，也對傷者表示深切慰問。對於
事件的真相和原因，由於警方仍在調查，現時不
能妄下定論。但是，網上和個別媒體已刻意發放
各種針對警方而未經證實的傳聞。對於這些傳
聞，警方在昨晚的記者會一一澄清，並指男生究
竟如何受傷尚不清楚，並呼籲市民提供協助；消
防處亦否認警方曾阻礙救援。

在真相未明之前，有勢力已製造各種所謂傳
聞，炒作稱警方是男生受傷的罪魁禍首，這充分
反映暴力運動的幕後黑手無所不用其極向警方
「潑髒水」，重施「爆眼女」、中大女生「被性
侵」的伎倆，以不盡不實的謠言抹黑警方，指控
警方濫暴殘害無辜市民、打壓學生，藉以進一步
激化仇警情緒，刺激更多不明真相的學生「以暴
抗暴」。縱暴派、煽暴派推學生當暴力抗爭的炮

灰，不惜犧牲學生生命前程達到其政治
目的，他們要對傷害市民尤

其是青年的惡行承擔一切責任。
年輕學生參與違法暴力活動，不僅以身試法，

更將自己置於危險之中，令人痛心惋惜，值得社
會、學校、家長和朋輩共同反思。有資料顯示，
截至10月31日，警方已拘捕逾3000人，當中學
生佔逾 1060 人，比例高達 35％。有大學生不惜
放棄家庭及學業，由「和理非」變成「勇武
派」，揚言已將「抗爭及香港前途放在首位」，
不排除申請休學投入運動，有年輕人更聲稱「連
命都可以不要」。

尊重法治、和平理性表達訴求，是香港的核心
價值。如今有不少年輕人選擇與香港核心價值背
道而馳，明顯是受縱暴派、煽暴派唆擺的惡果。
這些政治勢力不斷利用學生涉世未深的特點，利
用學生普遍存在的理想主義熱情，將違法暴力美
化為「拯救香港」，煽動學生不顧後果參與「時
代革命」，令年輕人墮入「英雄陷阱」而不自
知。其後果必然令年輕人面臨法律制裁，前途盡
毁；稍有差池，更令身體遭受傷害，甚至賠上寶
貴生命。

年輕人是香港的未來，香港主流社會真誠希望
年輕人身心健康成長，絕不願看到年輕人走上反
政府、反社會、迷信暴力的歧途。真正關心愛護
年輕人的有識之士，應循循善誘，以耐心誠意，
呼籲、喚醒年輕人抵禦「違法達義」歪理，抗拒
「以暴易暴」，不要參與任何違法暴力活動，引
導年輕人冷靜思考，看清個人、香港、國家的發
展方向和前途所在，更珍惜生命價值，活出精彩
人生；青年人不要再被所謂「抗爭革命」的狂熱
思潮迷惑心智，避免虛耗青春年華，抱憾終生。

年輕人需冷靜反思遠離違法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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