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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在巴
西利亞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
十一次會晤時，就當前香港局
勢表明中國政府嚴正立場。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孔令成昨日表
示，習主席所說的三個「堅定
支持」，一矢中的表明行政機
關、執法機關及司法機關三方
必須依法止暴制亂，這是整個
香港社會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孔令成表示，過去一個星

期，社會上的激進暴力行為進
一步升溫，要上班的阻礙重
重，上學的被迫停學，更遑論
八間大學破天荒提早將學期結
束。有大學校園更儼如「戰
場」，街頭亦不時火光熊熊，

人心惶惶，甚至有無辜生命在
所謂的街頭「私了」（行私
刑）中白白送掉。孔令成反問
道，生於斯、長於斯，香港怎
會淪落至此？

周春玲：勿對「勇武派」抱幻想
全國政協委員周春玲亦慨

嘆，回看香港這5個多月的修例
風波，至今仍有不少人稱黑衣
人為「示威者」，認為他們的
反抗甚至行動升級，是因為警
員的「過度」武力而被迫的。
她反問，這場因修例風波引發
的動亂，口號已經由「香港加
油」演變成「香港報仇」，這
些口號的轉變，還可以稱之為
「示威」嗎？高喊這些口號的

人，不正是法國總理口中的
「暴徒」與「惡棍」嗎？
她表示，現在是抗暴到了關

鍵階段，不要再沉迷年輕人是
否「過火」行為，而是要認清
這場暴亂的性質是在粉碎香港
人數十年的建設成果，砸爛香
港來之不易建立起來的國際金
融中心，摧毀「一國兩制」。若
是一般市民對街頭暴力沒有認
清本質，可能因為他們對局勢
了解不多，我們還可以等待他
們再作反思。但若是特區政府
仍有人對「勇武派」抱有絲絲
幻想，寄望於通過對話、勸喻
回頭是岸，那麼香港真的可能
會失去了解決問題的最好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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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友好協進
會副秘書長盧瑞安十分贊同習主席針
對香港局勢提出的行政、司法要配合
止暴制亂，尤其司法機構需依法懲治
暴徒。他表示，雖然香港司法獨立，
但目前社會撕裂情況嚴峻，因此應以
大局為重，做到特事特辦，需要行
政、執法、司法三方團結一心，才可
盡快恢復社會秩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十分認同

習主席的講話，表示法制健全、公正
一直是香港的核心，司法判決應起到
懲治罪犯和管制社會的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

創會主席簡松年表示，因社會矛盾令
香港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已產生對
立，需從發展角度解決問題。
他建議，行政長官需委任更多愛國

愛港人士進入法官團隊，達到審判公
平公正，且互相制衡監督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盧瑞安：恐司法未盡本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出，正所謂「治亂世、用重
典」，就算警方如何盡力執法，也需要司法部門合作，互相
配合，在判刑方面，須具阻嚇作用，才能有效止暴制亂。不
過，在過去一段時間，司法機關沒有配合之餘，有很多地方
令人感到沒有盡其本分，甚至令人質疑是被個人政治立場左
右了公務的處理，令止暴制亂的工作停滯不前。他直言這種
態度，變相鼓勵了暴徒繼續違法。習主席已點出問題所在，
行政、司法應該互相配合，盡快止暴制亂。

吳亮星：司法部門須配合止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表示，行政、司法等部門須互相
配合，才能達到止暴制亂，社會才能回復平靜。習主席清楚
點出問題癥結，亦是香港目前面對的問題。
他指出，由於司法部門未能配合，未有掌握到實際情況，
只以一貫的處理方式，令數千宗被捕個案堆積如山。大家應
該正視問題的嚴重性。

林健鋒：不應美化違法行為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認為，習主席點出問題癥結，目
前暴力行為愈演愈烈，嚴重踐踏法治和破壞社會秩序、挑戰
「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
他認為，要捍衛香港法治，各級司法機關都應該互相配
合，以忠於法律的專業判斷處理案件，依法嚴懲暴力犯罪分
子；行政機關包括公務員隊伍亦必須恪守政治中立原則，嚴
正與暴力劃清界線，絕不應該美化任何違反法治的行為，令
社會可以重回正軌。

邵家輝：疑犯被捕應即審訊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指出，習主席已經點出香港目前面
對的重點，所謂「治亂世、用重典」，典就是法則。習主
席提到，司法機構須依法懲治暴力犯案分子，但今次修例
風波已經持續了5個多月時間，警方也已拘捕了數千人，
但法庭仍未開始有關審訊的程序，無法透過判刑起到阻嚇
作用，更不排除有部分被捕者，在保釋期間繼續參與違法
行為，情況極之不理想。
他認為，司法為止暴制亂重中之重的一環，司法機關可考
慮參考英國的處理方式，在疑犯被捕的24小時內，立即開
庭審訊，以起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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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香港局

勢已到最嚴峻關頭，行政、司法等要互相配合止

暴制亂，尤其司法機構要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

子。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修例風波持續多時，警方拘捕了數千人，但

絕大多數案件都仍在積壓，認為行政及司法須互

相配合，尤其是司法系統，應加快審理被捕者，

判刑更須起阻嚇作用，否則一直拖下去的話，香

港將難以止暴制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回答有關香港局勢的提問時說，
包括廣大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
民對香港局勢最大的訴求就是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
耿爽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1

月14日就香港局勢發表了重要講話，

中方已經發佈了消息稿。「習主席的
重要講話精神，我們將堅決貫徹落
實。」他指出，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
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
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
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
在答問中，耿爽指出，目前發生

在香港的已經不是簡單的和平示威
了，而是一小撮極端暴力犯罪分子
對普通市民的暴行。他們試圖干擾
香港社會的正常運轉，已經危及公
共秩序。

外交部：挺警嚴正執法
耿爽說，香港警察完全是在依法保

障香港居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維護
正常的社會秩序。
耿爽重申，香港的當務之急是止暴

制亂、恢復秩序。中國中央政府堅定
支持特區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
堅定支持香港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
犯罪分子。

14億人最大訴求：止暴制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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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日前就香港當前局勢發表的重要講
話，明確表示，中央政府將繼續堅定支持特
首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定支持香港警
方嚴正執法，堅定支持香港司法機構依法懲
治暴力犯罪分子。這三個「堅定支持」，對
香港整個管治體系的止暴制亂工作提出全面
明確要求。行政、執法、司法是香港管治架
構的主要組成部分，在當前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的最緊迫任務中，任何一環都不可缺
失，更不可置身事外。唯有行政、執法、司
法各司其職，互相配合，才能更有力彰顯法
治公義、確保有效管治，才能符合中央要
求、不負港人期望。

修例風波持續5個多月，特區遭遇前所未
見的管治挑戰，曠日持久、愈演愈烈的暴力
衝擊，嚴重威脅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干擾
社會正常運作，香港瀕臨管治失效狀態。同
時，本港煽暴、縱暴派包庇縱容暴力，外部
勢力肆無忌憚插手香港事務，令暴力更有恃
無恐，特區施政承受巨大壓力。面對極之惡
劣的情況，特區政府勉力而行，為止暴制亂
做了一定工作，包括因應事態發展和現實需
要，啟動緊急法實施禁蒙面法，為止暴制亂

法治保障邁出重要一步。
在 5 個多月止暴制亂、恢

復秩序的執法行動中，警方毫無疑問扮演
了中流砥柱的角色。正因為警方盡忠職
守、無畏無懼抗擊逐步變質為恐怖主義的
暴力襲擊，日以繼夜、流汗流血維護法治
秩序，盡最大努力保障市民安全，防止了
香港法治、管治全面崩潰。警方的卓越表
現有目共睹，獲得了全港市民讚譽和支
持。目前，暴力惡行變本加厲，越來越無
法無天、喪心病狂，發展到無差別針對無
辜市民發動攻擊，大規模癱瘓交通，暴徒
佔據大學校園，用密集的汽油彈、磚頭、
弓箭作出致命襲擊，已與恐怖主義暴行無
異。面對這種情勢，警方也有必要相應提
升武力，調整止暴制亂的策略。如果暴力
不止、情況惡化，暴力的形態進一步滑向
恐怖主義，警方有需要獲得更大的法律授
權，以利加強止暴制亂的執法力度。

在止暴制亂中，司法機構的作用舉足輕
重，但也一直是最讓社會充滿懷疑、感到焦
慮的一環。「警察捉暴徒、法官放暴徒」的
現象持續不斷，香港整個管治體系的止暴制
亂工作中，司法不力甚至缺失的社會觀感日
益強烈，備受公眾詬病。對於公眾的擔憂和
質疑，司法機構絕不能視若無睹、依然故
我。

昨日高等法院裁定，緊急法不符基本法規
定、禁蒙面法違憲。警方已即時暫停執行禁
蒙面法。此判決，可以說是特區依法止暴制
亂遭遇的一次嚴重挫折。這顯示，儘管香港
恐怖暴力不斷升級，根本有異於和平時期，
而是已經陷入準戰爭的特殊狀態，但司法機
構還是墨守成規。在應對一場試圖衝擊「一
國兩制」、奪取香港管治權的邪惡戰爭中，
作為香港管治體系重要部分的司法機構，在
止暴制亂的關鍵時刻，不僅沒有提供必須的
法律保障，沒有扮演好法治守護者的角色，
相反助長了破壞法治勢力的氣焰。

禁蒙面法並非新鮮事物，英法等西方標榜
法治、民主的國家早已實施，並沒有受到這
些國家法庭的質疑，更沒被推翻。實施《禁
蒙面規例》，示威者必須以真面目示人，違
法者不能再輕易逃避法律制裁，有助警方將
違法者繩之以法，令違法暴力明顯收斂。香
港實施禁蒙面法，完全符合國際標準和世界
潮流，亦是為了加強對非法集會的約束，以
利更有效打擊暴力，並非為了限制香港的人
權自由，為何香港實施禁蒙面法就違憲？對
於法庭有關禁蒙面法的判決，本港社會各界
紛紛要求政府上訴，正正反映本港司法機構
完全忽視香港正處於準戰爭狀態的特殊環

境，在法治正面臨嚴峻挑戰的情勢下，作出
與止暴制亂背道而馳的判決。公眾擔憂，如
果任由法治失效的情況持續，勢必陷香港於
更危險的境地。

2011年的倫敦騷亂，英國警方逮捕數以千
計的疑犯，倫敦各地的法院效率非常高，幾
乎以24小時不停運作的方式審理案件。可見
歐美國家雖然強調三權分立、司法獨立，但
在打擊暴力、維護法治的問題上，司法機構
會充分考慮特殊情況和公眾利益，因應特定
情況作出特別程序安排，不會推卸自己的責
任。法治不彰、正義難伸，是非黑白必然顛
倒，只會令暴力氣焰更囂張，加速香港滑向
管治癱瘓的深淵。司法機構的作為關乎香港
安危，關乎700萬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必
須看清楚、想清楚自己肩負的責任和角色，
為止暴制亂作出正確的抉擇。

市民渴望恢復安定有序的生活，除了政府
依法施政、警隊嚴正執法外，更需要司法機
構依法嚴懲暴力，包括律政司加快檢控程
序、司法機構設立特別法庭，都應提上議事
日程，盡快將暴徒繩之以法。絕不姑息放縱
暴力，才能重振法治，還香港安寧有
序。

行政執法司法密切配合 用足法治措施止暴制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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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習近平就當前香港局勢重要講話系列社評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