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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8日，監警會國際專家
組的其中一個成員Clifford Stott透

過Twitter分享的文件，批評監警會欠缺調查能
力，這是過早向公眾人士透露其不恰當、不全面
及偏頻的意見，令人質疑這個國際專家組的五位
專家均來自外國，試圖誤導特區政府和廣大市
民，借民意去脅迫特區政府考慮取締監警會，並
由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取而代之，這正是符
合「黑色恐怖暴徒」提出的所謂的「五大訴求」
的其中一個不合理、不公道的要求。

據了解，該文件僅提交予主席，主席和專家組
列席成員（包括Clifford Stott），同意不會書面
公佈該份文件。可惜，Clifford Stott卻違反承諾
和受託責任，公然在網站將該份保密文件公諸於
世。目前，監警會的委員仍然沒有機會閱覽該份
所謂《進展報告》。
其實該份在Twitter發佈的《進展報告》並沒

有跟監警會討論，監警會的發言人表示感到失
望，並重申「會方非常重視意見交流的自由，但
相信討論必須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監警
會強調，將竭力於原定期內（即2020年初）就
審視工作發表初步報告，將會充分考慮《進展報
告》內陳述的事項。

眾所皆知，監警會成立至今已經有十年，根據
《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條例》，特別是
第8條賦予的權力，監警會正在主動審視近期的
大型公眾活動。根據過往的記錄及表現，監警會
確實能夠有效發揮其監察警察投訴科處理投訴警
察的所有個案，行之有效。特別是「朱經緯的投
訴個案」，監警會不偏不倚，審視整個個案，把
案件發還警察投訴科，要求加強調查和搜證，結
果把朱經緯送上法庭接受審訊。此案成為監警會
秉公處理的示範。
另外，政府了解監警會將在發佈任何報告或建

議之前進行內部討論，並非最終報告；同時政府
將密切關注審視結果，仔細研究審視報告的所有
建議，才決定採取進一步的跟進行動。
對於Clifford Stott擅自發放保密文件，政府應

予以譴責。另外，監警會國際專家小組不應只由
英國、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的專家組成，而應
考慮加入亞洲的專家，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
等國家和地區的專家，以增強其廣泛代表性和公
信力。
總括而言，目前暴力仍未平息，現階段不宜以

所謂「獨立調查委員會」打擊警隊，相反暴徒的
暴力更可怕，止暴制亂才是當務之急。

傅健慈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
要完善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深化兩
岸融合發展、保障台灣同胞福祉的

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說到做到，北京緊接着出
台惠台利民措施。2019年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
會開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
席汪洋宣佈，《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公佈並施行。新出台的「26
條措施」是在去年發佈的「31條措施」基礎上
延伸、擴展、細化，體現了祖國大陸努力為台胞
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的誠意、善意，更讓兩
岸同胞抓住發展機遇期共享商機。
惠台「26條措施」內容比去年國家出台的

「惠台31條」更具體，相信大陸因應兩岸局勢
釋出更多有利條件，這無論對已經在大陸投資，
或是有意去大陸投資的台商來說，都絕對有利。
剛剛結束的兩岸企業家峰會統計，台商投資大陸
金額在過去一年又成長了4成，台商的觀點很客
觀，哪裡的投資環境好、有較多機會，就會過
去，不是政治可以阻擋的。「惠台26條」對台
商絕對是錦上添花，不少還是雪中送炭。
從現實出發，新出台的「惠台26條」措施實

在地回應台企台胞的關切，對當前最受困擾的中
美貿易摩擦等問題，措施明確受影響的台企可依
法向主管部門申請採取貿易救濟措施，並與大陸
企業一樣受這些貿易救濟措施保護，兩岸企業同
舟共濟享有同等待遇。台灣沒有外交空間，根據
26條，未來台灣人民也可在海外尋求大陸駐外
資源協助，大陸外交部門將在職責範圍內為在海
外遭遇突發安全事件的台胞積極提供幫助，同時
受理海外台胞申辦旅行證件等事務，讓台灣民眾
遇到需要外交協助時，有祖國的關愛和溫暖。

承認台商在台灣的行業地位，讓台商有機會參
與大陸公共工程等，這都對台商帶來實際商機。
「26條措施」支持台企同等參與重大技術裝備
研發創新和「四類中心」建設，將助推台資企業
加快科研創新，更好融入大陸高質量發展。針對
全球矚目的第五代移動通信產業，支持台企參與
大陸5G技術研發、標準制定、產品測試和網絡
建設，共享產業先機。在為台胞提供同等待遇方
面，圍繞網約車、共享汽車等交通運輸新業態，
為台胞在大陸旅行、通勤等提供更多出行選擇和
便利。
「26條惠台措施」覆蓋面很廣，被稱為「含

金量」高、「含情量」深。從科技創新、循環經
濟、融資擔保到貿易救濟、進出口便利、標準制
訂，從領事保護、交通出行、通信資費到購房資
格、職稱評審、分類招考、文化體育，台企台胞
將在眾多領域進一步享受到同等待遇。新措施將
進一步幫助台資企業降低成本、搶抓機遇，實現
更好發展，為台胞融入大陸學習工作生活環境創
造更多的機會、提供更優條件。

新的惠台措施得到台商的廣泛歡迎，也讓民進
黨政府坐立不安。「經濟部」稱要對台資企業到
大陸投資或合作採更嚴格審查。但被台灣工商團
體大佬批「台灣政府是『酸葡萄』心態」。
從惠台「31 條」到「26條」，大陸在惠台利

民措施上更接地氣，讓台商台胞直接受益、共享
商機，這些措施不斷落地落實，給更多台胞台企
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利益和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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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不讓香港停擺 眾志成城抵制「三罷」
暴亂分子以極端暴力的手段搞所謂「三罷」，剝奪市民正常出行的基本人權，但廣大

香港市民沒有被嚇倒，無數打工仔克服困難堅守崗位，讓這個被摧殘得遍體鱗傷的城市

仍然堅強挺立，令人欽佩。香港正常的活動不能停下來，不能跌入暴亂分子的「三罷」

圈套。香港遭受重創，香港市民不分階層、無分顏色，都是受害者。香港止暴制亂已經

到了關鍵時刻，所有希望香港好的市民，都應該攜手同行，都應該支持特區政府特別是

警方嚴正執法，全面實現止暴制亂，保護香港家園！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激進勢力以極端暴力發起「三
罷」行動，暴亂分子拚命煽動「三
罷」，大肆破壞交通系統，不擇手
段阻撓市民上班、上學，更加猖狂
地攻擊警方，以縱火燒人等令人髮
指的殘忍手段對付無辜市民，企圖

製造最大恐怖效應，讓香港陷入全面癱瘓。

市民沒有被暴力嚇倒堅持返工返學
暴亂分子以極端暴力的手段剝奪市民正常出行

的基本人權，剝奪市民免於恐懼的自由，但廣大
香港市民沒有被嚇倒。在缺乏基本安全感的情況
下，大家堅持返工、返學。在極為惡劣的環境
下，各行各業努力保持正常運轉。無數父母為返
學的孩子牽腸掛肚，守護孩子。無數打工仔克服
困難堅持崗位，讓這個被摧殘得遍體鱗傷的城市

仍然堅強挺立。我們要向所有絕不向暴力妥協
的香港同胞致敬！我們要向香港這座不屈

的偉大城市致敬！
當前的香港正處於最危急的關

頭。在街上打打殺殺五個多
月後，仍不收手的暴徒

已殺紅了眼，越

來越失去理智，越來越孤注一擲地拚命「攬炒」。
正如林鄭特首所說，貿然將香港一些正常的活動停
了下來，將會跌入這個圈套，造成香港社會停擺的
現象。林鄭特首呼籲全城、各界共同止暴，每一位
市民、每一個界別都可以出一分力。事實上，要讓
香港度過浩劫，需要全體市民眾志成城抵制「三
罷」，需要萬眾一心止暴制亂。不盡快實現止暴制
亂，不盡快恢復秩序，一切都是空話。

社會各界需以實際行動向「三罷」說不
萬眾一心止暴制亂，廣大市民要從自己做起，

遠離違法暴力，確保自身安全，堅持返工、返
學，以實際行動向「三罷」說不，就是為止暴制
亂作貢獻。香港是所有香港人共同的家園，不容
暴徒無休無止破壞下去。有許多市民勇敢站出
來，自發清理路障，自發清洗「連儂牆」，堅決
支持警方執法，這種精神值得敬佩。

萬眾一心止暴制亂，教育界必須負起責任，盡
快改變軟弱渙散的狀態，制止校園內的種種亂
象。香港當前的亂象很大程度集中在高等院校，
大面積停課主要發生在高校，被捕的暴徒不少是
大學生。大學管理層屈服於壓力而放任自流甚至
縱容暴力的現象非常普遍。教育當局和大學管理
層該猛醒了，該有所作為了。不負責任的綏靖政
策已經害了不少學生，嚴格管理，堅決反對暴

力，才是真正愛護學生。
萬眾一心止暴制亂，工商界要繼續發揮中流砥

柱作用。香港的營商環境、國際形象和聲譽、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已遭到嚴重破壞。香港經濟已經
進入技術性衰退，將進一步陷入寒冬。在香港最
危急的關頭，在大是大非面前，工商界要更加堅
決地站出來，旗幟鮮明支持止暴制亂，支持特區
政府穩定經濟和改善民生，同時要做好自救工
作。香港的工商界人士以捐地或捐資資助中小企
等形式幫助工商界共渡時艱，表達了工商界守護
香港家園的心聲！

堅定不移支持政府及警方嚴正執法
香港已經遍體鱗傷，香港市民不分階層、無分

顏色，都是受害者。反暴力、護法治、保家園是
所有愛護香港市民的共同利益，也是大家共同的
責任。香港止暴制亂已經到了關鍵時刻，所有希
望香港好的人，都應該攜手同行，以正制
暴，用正氣壓倒邪氣，齊齊發出正能
量，向暴力說不，堅定不移支持特
區政府特別是警方嚴正執法，
全面實現止暴制亂，保
護香港家園！

修例風波以來，一些西方國家政
客不甘於扮演幕後「黑手」，除對

香港暴力活動進行指導和資助外，現階段甚至公
然跳到台前，對香港事務公然指手畫腳。包括之
前美國國會眾議院無視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
通過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赤裸裸地為
暴力違法分子撐腰打氣。同時英國「末代港督」
彭定康日前在接受外媒訪問時，也賊喊捉賊，將
被外部勢力一手扶植的「港獨」說成是因為中央
政府的「所作所為」所造成的。彭定康所言顛倒
黑白，極具煽動性，不僅為暴徒的行為開脫，同
時更要將矛頭指向中央政府，目的是要攻擊中央
對於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要將香港進一步搞亂，
謀取政治利益。

英美根本無權干涉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
有關政客的行為嚴重違反中國與英美等國的關
係，違反國際法。在當前香港亂象不斷、秩序不
穩的情況下，英美的做法具有險惡的政治目的，

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央政府在香港回
歸以來一直堅定維護香港「一國兩制」根本制
度，香港經濟社會民生發展取得不俗成就，中央
政府一直以來都是香港根本利益的最大守護者。
當前香港亂象未平，香港各界更應團結一致，支
持港府與中央政府的管治，盡快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以保證香港的核心競爭力不被削弱。同時
堅決抵制英美的攻擊言論，以充分的信心處理好
香港內部事務。

仔細分析彭定康的言論，其針對性十分明顯，不
僅抹黑中央政府「造就了一群想『獨立』於中國
的香港人」，又否認英國對香港特區沒有主權、治
權、監督權的事實。而正如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近
日所指，真正在破壞「一國兩制」的，是大肆鼓吹
「港獨」、企圖奪取香港管治權的香港反對派和激
進勢力，是嚴重挑戰香港法治和社會秩序，嚴重威
脅香港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香港極端暴力分子。英
國政客時時拿《聯合聲明》說事，多次以此為藉口

干涉香港事務。應該認清的是，國家過去一直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同時更堅持「三條底線」：包
括不能允許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不能允許挑戰
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不能允許利用香港對內地
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
因此當前無論香港遇到任何問題，都要堅守這

「三條底線」，少了這「三條底線」，香港就如
無本之木，不僅難以成長，一有風吹草動就可能
被連根拔起，任由外部勢力玩弄於股掌之間。目
前香港屬於多事之秋，正是風高浪急之時，更應
堅守「三條底線」不妥協、不動搖。過去香港在
法治、經濟、民生上取得的長足進步，證明「一
國兩制」行之有效，證明中央政府的領導穩健英
明。因此無論是英國也好，美國也好，應停止無
理之言；港人也要全力支持港府以必要手段止暴
制亂、恢復秩序，重回經濟民生發展正軌。香港
的未來，取決於屬於中國人的香港人民的選擇與
奮鬥，不容任何外部勢力來侵犯。

堅守「三條底線」不容外部勢力干預香港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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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裝暴徒近日將行動升級，決意以暴力肆意破
壞整個社會。這些身穿黑衣、蒙着臉、心懷惡意
的流氓無視公共安全和法律，到處製造混亂，一
心要摧毀香港及其傳統價值，並透過搗亂香港來
打擊中國內地。

這些暴徒嗜暴成性、以恐嚇他人自娛，於上周
末破壞科大校舍和他們敵視的商舖還不夠，更威
嚇教職員和學生。然而，最令他們亢奮的莫過於
漠視法紀，表現出一副不受法律約束的姿態，遺
憾的是法律有時候真的未能懲治他們。
禮儀或自由開放之傳統不但造就香港的輝煌，

也令香港的大學享譽國際。暴徒卻公然蔑視這些
傳統價值，竟然滋擾中環和平紀念日悼念戰爭死
難者的典禮儀式，讓自己的劣行再創新低。
他們走到哪裡，哪兒就有恐慌的足跡。他們不

但焚燒港鐵列車及破壞車站設施，更扔雜物於路
軌上，危及車上乘客的安全。警察不斷受到汽油
彈襲擊，但他們沒有畏縮，依然致力撲滅罪行和
維護法紀。
自上周五科大學生周梓樂在將軍澳一間停車場

墜下身亡後，暴力急速升溫。雖然死因庭仍未斷
定死因，但暴徒已急不及待將矛頭指向警察，一
口咬定周同學就是他們自六月以來一直尋覓的烈
士。
他們最初以為眼球受傷的女士是塑造烈士的候

選人，但其後發現她的傷勢並非想像中的那般嚴
重，甚至可能是示威者的無心之失造成，於是乎
很快就改變主意。他們隨後把目光轉移至陳彥霖
同學的浮屍，指控警方謀殺。直至死者母親宣稱
女兒死於自殺後，他們的烈士之夢再一次落空。
雖然我們不可揣測死因裁判官的調查結果，但

目前的跡象顯示周梓樂是死於意外。然而，狂熱
分子急於找藉口繼續向社會宣戰，他們於是乎再
次無視司法程序，「消費」死者，利用此宗悲劇
來宣揚自己的主張。到死因裁判官發表報告的時
候，估計他們就會對案件不聞不問。

據報道，暴力分子向路面投擲雜物，危及司機
的性命安全，他們向平民施襲的影片在攝影機前

無所遁形，不少人因
害怕受襲而留守家
中。一名中年男子據
報在馬鞍山向破壞港
鐵車站的暴徒表達不
滿時，不僅被毆打，
還被施以火刑，身體
嚴重燒傷，場面極為
恐怖。對自己同胞施
暴的人沒有資格稱自
己為香港人，除非他
逃脫追捕，否則必被
控告意圖謀殺和判處
終身監禁。
另外，在西灣河，

一名交通警遭多名黑
衣人伏擊，糾纏間一
名黑衣人中槍。警方
已經證實黑衣人包圍那位警員並試圖搶奪他的手
槍，警員是被迫開槍。儘管如此，警員的妻女還
是要面對死亡恐嚇。這種無法無天、公然向社會
宣戰的行為令人心寒。
有人中槍實為不幸，但暴動開始到現在已經五

個月，至今只有三名暴徒中槍，並且皆未致命，
足證香港警方極為克制，即便被人挑釁、攻擊，
也能不失理智。這一點令外國警隊相形見絀，例
如近來在智利聖地牙哥發生的暴動，剛剛開始那
幾天就已經有19人在警方執法時喪命。

香港警察非常英勇盡職地維護法治、維持秩
序，想盡辦法制止遍地開花式的非法遊行活動，
但是，香港警隊明顯人手和裝備都不足，繼任警
務處長必須以解決此問題為第一要務。以英國警
隊為例，由於警員不斷遭受攻擊，警方即時緊急
配備電槍，以有效應對暴動。此舉值得香港警方
考慮。
毫無疑問，暴徒本質上是顛覆分子，他們不僅

以暴力脅迫香港特區政府，更要脅迫中央。
很多參與暴動的人都是「港獨」分子，他們希

望通過武力手段令香港脫離中國，這就是為什麼
暴徒以「香港不是中國」以及「光復香港」作為
他們的口號，而且，他們屢屢侮辱國旗、襲擊在
港的內地企業以及在港求學、工作和旅遊的人。
依據《基本法》第23條規定，香港有責任立法

打擊分裂或顛覆國家的罪行。然而，香港已經回
歸22年了，這項立法工作仍未完成。相比而言，
澳門在回歸十年之內就已經通過了可在當地執行
的國家安全法。顯而易見的是，香港此刻正需要
這些法律來遏止顛覆國家的活動。如果香港特區
政府無法履行其職責，北京將別無選擇，只能在
香港實施全國性的國家安全法，它可以透過把國
家安全法納入《基本法》附件3來實施。

現在平亂和挽救香港還來得及，但前提是檢察
官要有更有力的法律依據，而警方也亟需更多的
裝備和資源。香港現在需要的是不惜代價恢復治
安秩序的強勢政府，而不是妥協、調查或者空泛
對話。

（本文作者為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英文版原
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

止暴制亂刻不容緩
江樂士

■暴徒在港鐵站出口縱火。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