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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責任編輯：鄧逸明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特首擬設獨立檢討會查亂源
尋潛在問題「對事不對人」社經政三方面為政府建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正
考慮成立的獨立檢討委
員會，並表示會參考英
國政府在2011年倫敦騷

亂後成立的「騷亂、社區和受害人委員
會」（Riots Communities and Victims
Panel）的做法。當年，RCVP剖析了騷
亂參加者的動機，以及相關的社會成
因，認為年輕人缺乏機會、家庭教育不
足等，並提出了加強對兒童、年輕人以
至其家庭的支援、改善警民關係等多項
建議。

騷亂5天損失5億英鎊
2011年8月6日晚上，倫敦發生一系

列社會騷亂事件，一直持續到8月10日
才平息。騷亂的導火線是一名29歲的黑
人男性平民Mark Duggan，於8月4日
在倫敦北部的托特納姆（Tottenham）
被倫敦警察廳的警務人員槍殺，引發民
眾上街抗議警察。騷亂其後急速蔓延，
更擴展到全國，短短5天之內，有4,000
人被捕，3,800間店舖遭到破壞，造成了
5億元英鎊的經濟損失。
其後，英國首相、副首相和政黨領袖
決定成立一個騷亂、社區和受害人委員
會，主要探討是次的騷亂成因及給予建
議，避免同樣事件再發生，同時回應社
會對追查騷亂成因的訴求。

倡助青年上游 教育學生抗逆
委員會報告指出，參與騷亂的年輕人
大部分均屬社會貧窮階層，缺少良好的
家庭教育。他們不滿經常被警察「針
對」，特別是黑人和少數族裔，故對警
察執法徹底失去信任。同時，英國社會
缺乏向上流動機會，司法和懲教制度也

沒有給予年輕人改過自新的機會等，令
不滿情緒爆煲。
委員會報告認為，有需要令每個人都
覺得自己是社會的持份者，因此提出多
項建議，為所有人，特別是年輕人提供
各種機會，包括要求學校定期為學生進
行性格評估，加強性格教育，以提高學
生的抗逆能力；為學生提供更多就業支
援；由政府和志願機構合作，盡早找出
正在面對困難的家庭或年輕人，並向他
們提供適切支援，避免年輕人誤入歧
途。

為受影響者提供補償
報告並建議改善警民關係，包括在警
民關係較差的社區推行特別措施修補關
係，並在行使和解釋截查權力要加強其
透明度，多向公眾解釋警方的截查工
作，能夠有助預防罪案。
英國政府還檢視了和修訂相關的法

例，包括提出2016年暴動損害賠償法
（Riot﹝Damages﹞Act 2016），援助
2011年受暴動影響的商戶和個人，倘無
法獲保險賠償，將可得到補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英
委
會
查
倫
敦
騷
亂

提
策
扶
青
免
墮
歧
途

■倫敦2011年曾發生騷亂，英國政府
其後設委員會調查。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昨日被問及
今年區議會選舉

中，不少高舉所謂「五大
訴求」的候選人當選時表
示，針對所謂「五大訴
求」，特區政府已正式撤
回了《逃犯條例》的修訂
草案，還提出了 4項行
動，惟由於過去的動盪而
未能詳細跟進，希望可盡
快啟動，包括與社區對
話，並邀請一些社會領袖，向特區政府分析
這次長時間社會動盪的成因，以及香港面對
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從而提出解決方法。

盼啟社區對話 分析動盪成因
她重申，在過去五六個月，特區政府都
強調任何人有任何訴求都不應該訴諸暴力，
因為暴力不可以解決問題，不斷升級的暴力
和激烈的示威行動，只會令香港不斷受創，
「這次選舉亦見到有不少選民說，希望能夠
透過投票展示他們對暴力的不滿，希望香港
盡快能夠回復平靜，這是一個大原則和大前
提。」
林鄭月娥指出，在11月24日投票日之前

的數日和過去幾日，香港市民都體會到一個
相對平靜、安全、有序的環境，「我們看到
馬路上又多了車輛，甚至有時候有些擠塞，
亦看到市民像樂意再出來逛逛街。」

冀近日平靜非僅為區選
她續說：「我真的在此深切期盼這一種

安寧、平靜和安全並不只是為了這一場區議
會選舉，而是香港市民已經發聲，不希望香
港再亂下去，希望能夠讓香港回復為平靜、
安全的城市，讓大家可以如常地生活，我們
亦可以齊心協力為面對的經濟困難和很多民
生的工作一起努力。」
在回應英語提問時，林鄭月娥透露，會
借鑑其他地區的經驗，特別是英國2011年
的托特納姆騷亂（Tottenham Riots），成
立獨立檢討委員會（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檢討香港社會的潛在問題。
她其後在facebook發帖補充，自己並非首

次提出要檢討香港社會深層次問題。在9月
4日她公佈的4項行動之一，就包括參考英
國在2011年8月騷亂後成立Riots Commu-
nities and Victims Panel（暴動及受害者委
員會）的做法，進行獨立檢討。
林鄭月娥強調：「檢討是『對事不對

人』，希望透過尋找成因，避免重蹈覆轍，
加強社會的凝聚力。我們正物色社會領袖、
專家及學者，希望能早日啟動有關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

會見記者時被問到，是否

會就近半年的暴亂事件成

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時回應

說，會借鑑其他地區的經

驗，特別是英國2011年騷

亂，成立獨立檢討委員

會，檢討香港社會的潛在

問題，並在社會、經濟、

政治等方面為政府提供建

議。她其後在 facebook

（臉書）補充，「檢討是

『對事不對人』，希望透

過尋找成因，避免重蹈覆轍，加強社會的凝聚力。我們正物色社會領袖、

專家及學者，希望能早日啟動有關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提到會仿效英國處理
2011年騷亂的手法，成立獨立檢討委員
會（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
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同意應透過獨立的檢討
委員會找出今次暴亂的始末，但調查範
圍必須廣及深，不同階層與持份者也必
須包括在內，包括示威者及其背後的外
部勢力等，而不能只針對某些持份者。

李慧琼：檢討範圍須廣泛深入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為令香港社
會正確、深入了解修例風波的始末，他
們早已提出成立類似性質的委員會。檢
討委員會可包括學者及其他中立者，而
檢討範圍必須廣泛及深入，找出社會深
層次矛盾，及提出解決方法。
她還認為，在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方

面，特區政府其實已掌握了很多的資
訊，為盡快改善社會氣氛，特區政府不
應待委員會有結論才開展工作，而是要
盡早推出相應的改善民生措施，幾條腿
走路，避免浪費「黃金時機」。

梁美芬：倘只針對警不公道

此前建議特區政府成立獨立檢討委員
會、審視修例風波成因的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歡迎特首的回應，並促請特區政
府珍惜社會目前「相對和平」的機遇，在
一周至10天內正式公佈有關委員會的具
體細節，「拖則有變，不宜再拖。」
她形容，英國政府當年成立「騷亂社
區和受害者小組」時的社會環境，與香
港目前的情況非常相似，故建議有關的
調查程序可參照英國的做法，全面檢視
連串暴亂的起因，而非只針對警方，否
則會對警方「不公道」。
梁美芬指，根據英國相關委員會當時

的做法，可容許受查對象以匿名方式作
供，及以調解而非訴訟的方式去排紛解
難，同時要聆聽各界對衝突事件的看
法，包括示威者、被捕者，以至遭欺凌
的警察子女的意見。
同時，委員會有權向政府甚至法院建

議減輕暴亂期間案情輕微者的刑責，但
對案情嚴重、「殺人放火」者則一定要
負上應得的刑責。
梁美芬並建議，特區政府應考慮成立

基金，協助無辜受影響、但不獲保險公
司賠償的商舖、市民等。

陸頌雄：應顧及政治經濟民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工聯

會還未討論過有關建議，暫時未有最後
立場，但他個人來說，希望委員會可以
循不同的角度，通過階層及相關持份者
找出核心問題。調查的範圍亦必須廣
泛，無論是政治、民生及經濟等都應顧
及到，做到持平、具內涵，同時提出具
建設性的解決方法，而非只針對警方。

邵家輝：外部勢力應同被調查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形容，即使有一
個家庭被匪徒入屋放火搗亂，都必須查
個究竟，何況修例風波持續近半年，令
香港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就更需要尋找
因由。
他認為，特區政府應參考其他國家或
地區的同類經驗，檢討範圍必須夠廣、夠
深，包括社會、經濟及政治等層面，而每
一個持份者，甚至「一直相當關心香港事
務」的外部勢力，也應列入調查範圍內，
絕不應只針對某一個持份者。同時，委員
會的成員必須具分析能力、公道、公正，
不偏不倚，及具國際視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在剛過
去的區議會選舉中，建制派候選人明顯
失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
議前見記者時承認，是次選舉變成了反
對政府或對政府表示不滿的議題的選
舉，對建制派候選人造成一定影響，但
她很高興聽到選舉結果無損建制派中人
在未來繼續服務市民的初心，並強調特
區政府會一如既往地與所有有志服務市
民的團體和人士衷誠合作。
林鄭月娥形容，是次區議會選舉是

排除萬難而進行的不一樣的選舉，24
日投票和點票工作均有序地完成，體
現了她在上月施政報告中處理社會動
盪及未來施政的原則，即堅守「一國

兩制」及維護在基本法之下受保障的
市民人權和自由，維持法治和保持香
港的制度優勢。

感謝各界努力讓區選正常舉行
她承認，自己此前多次強調要竭力

保證選舉正常舉行時並沒有百分之百
的信心，加上在本月10日和8日，香
港社會都充斥不斷升級的暴力。她感
謝各方共同努力，讓區選正常舉行。
林鄭月娥並感謝有接近三百萬名香港

市民在動盪的氣氛之下踴躍、有序地投
票；感謝所有候選人無懼選舉面對的挑
戰而參選；感謝即將卸任的現屆區議
員，包括在地區盡心盡力服務市民多年

的區議員，和多名區議會主席，讚賞其
地區工作的表現；感謝選舉管理委員會
和三萬多名公務員同事為這次選舉順利
舉行所付出的努力。
她又恭賀此次新當選的所有區議員，

並強調地區工作、地方行政是香港政制
中的重要一環，更與市民日常生活息息
相關，希望新一屆區議員在未來四年能
擔當重任。
林鄭月娥提到，不少坊間對區選解

讀，稱結果反映市民對社會現狀及深層
次問題的不滿。她強調，特區政府一定
會虛心聆聽市民的意見，並認真反思，
又強調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地與所有有
志服務市民的團體和人士衷誠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黑衣魔
佔領理大已經逾十天，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時表
示，一直希望能夠和平解決理大問題，
同時一定會堅守法治。她強調，警隊的
安全小組只會在理大的工作小組不成
功，或需要協助時才會進入理大，協助
勸喻理大留守者盡快和平、安全離開。
她又呼籲現在仍留在理工大學校園內的
少數人可以盡快和平、安全地離開。
林鄭月娥表示，警方17日開始包圍理

大校園，並一直希望事件能和平解決，
包括採取人性化和靈活的做法來處理留
守者，讓選擇離開的18歲以下未成年人

只需要登記個人身份和資料就可以馬上
回家，已經有300名未成年人士，相信
大部分是學生通過此安排回家，希望現
在理大校園內再沒有這些未成年人。

傷病者登記後將盡速送院
至於需要醫療照顧的留守者，警方前

日已經更清晰地表明，將以醫療先行的方
法處理有醫療需要的留守者，即如18歲
以下的未成年人一樣，警方在記錄他的個
人資料後，就會盡快讓其入院治療，不會
即時拘捕，希望留在理大校園者能夠聽到
警方的清晰呼籲，盡快離開校園。
她續說，理大校方昨日已安排了一些

包括教職員、專業輔導員、醫療人員、
社工和保安人員的小組，進入校園游說
留守人士離開。警方昨日亦公佈組成包
括獨立人士、中學校長、社工、臨床心
理學家，還有一些救護、消防，以及警
察談判組、爆炸品處理課及傳媒聯絡隊
在內的安全小組，在理大附近候命支
援，有需要時提供協助。

建制：不能只查特定持份者

林鄭：欣喜建制堅持惠民初心

勸理大留守者盡快和平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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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表示，將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檢討香港社
會的潛在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理大職員昨進校搜尋留守者。 法新社

■■本港本港近半年來持續陷入近半年來持續陷入
混亂混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在facebook表示，檢討是「對事不對人」。
林鄭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