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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暴恐威脅 煽暴派會良心發現嗎？

WEN WEI EDITORIAL

恨，自修例風波以來不斷煽動仇警情緒。煽暴派
發佈虛假信息，編造什麼「太子站殺人事件」
「新屋嶺強姦事件」等子虛烏有的謠言，目的就
是製造這種極端對立撕裂的社會氛圍。這種政治
操作，成為本土恐怖主義滋生的土壤。
煽暴派政客從來不與暴力割席，而且鼓動社
會上一些「和理非」市民無端仇視警方執法、包
庇暴力，產生了兩個不良後果：一是嚴重阻撓警
方維護社會治安的執法行動，破壞廣大市民珍而
重之的社會安定；二是與暴力恐怖行為同聲同
氣，甚至宣稱連「核爆」都不割席、不譴責，不
負責任的論調形成了助長暴力恐怖的社會氛圍，
讓暴徒有恃無恐，從根本上破壞了本港的法治根
基。
冷靜想一想，本港本月已發生 3 宗涉及真槍實
彈及炸彈案件，情報及調查相信三宗案件有關
連，調查顯示有人計劃於集會遊行期間使用武
器，包括以真槍製造混亂，用長槍於高處射擊，
及於人多擠迫的地方引爆炸彈襲擊警員和無辜市
民。幸虧香港警方忠實執行法治，盡忠職守，迅
速有效執法，瓦解了邪惡的犯罪企圖，否則恐怕
已經發生嚴重的血腥殺人事件。難道要等香港社
會出現嚴重的流血悲劇，所謂的「和理非」才能
醒悟嗎？政治上腦的政客，才會良心發現嗎？那
實在是香港的悲哀。
正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發表網誌所強調
的，法律不容許「違法達義」或「公民抗命」，
部分人提出可刻意作出違法行為來達成他們的目
的，會令市民錯誤理解法治精神，甚至以身試
法，鑄成大錯。止暴制亂、維護香港法治，既要
靠警方嚴正執法、司法機構嚴肅懲處，把暴力恐
怖消滅在萌芽狀態，更要靠全社會一起對暴力恐
怖行為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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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發改委副主任曹達華昨在珠海一
研討會透露，國家發改委最新提出支持在
橫琴設立「粵澳深度合作區」，廣東將以
創新思維發展「粵澳深度合作區」。橫琴
發展是粵澳深度融合的成功案例，它啟示
粵港澳大灣區融合，要走一體化道路，主
動融入、深度融合，並在制度規則銜接上
發揮創新思維。香港要把握大灣區機遇，
首要解決主動融入問題，在發展上不是疑
慮、抗拒，而是用足「一國兩制」政策，
才能以創新思維擁抱香港發展機會。
粵港、粵澳合作機制的不斷創新完善，
是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的必由之路。在粵澳
合作上，橫琴發展是粵澳深度融合的成功
案例。廣東下一步除以產業合作、民生領
域深度融合、提升互聯互通水平加強粵澳
合作之外，更重要的是將以制度規則銜接
為重點，全力推動在橫琴建設「粵澳深度
合作區」，構建粵澳雙方共商、共建、共
管的體制機制，打造與國際規則高度銜接
的營商環境，助力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
展。
粵澳合作正在向縱深發展，粵港合作如
何再上層樓成為迫切議題。澳門在大灣區
融合上主動融入、深度融合的創新思維和
經驗值得香港借鑒。
在主動融入上，澳門新任特首賀一誠曾
表示，澳門居民中有不少人有誤解，認為
拿了一個證件到了內地才是大灣區，而澳
門不是大灣區，「所以我和年輕人講，你
們今天坐在這裡做事，就是粵港澳大灣
區。我們是其中的十一分之一。」正是因
有這種主動融入意識，澳門特首賀一誠上

社評

聖誕佳節臨近，本應熱鬧祥和的日子，本港
市面卻並未平靜。由 20 日晚到 21 日凌晨，警方
在大埔辦理一宗持槍大案期間，竟遭人群包圍指
責，更有人散播謠言干擾警方執法，製造仇警情
緒。過去半年多，煽暴派持續以不實消息和言論
宣揚仇警，製造社會撕裂、對立和仇恨，已經成
為催生本土暴力恐怖活動的土壤，嚴重威脅香港
社會安寧和廣大市民生命安全。面對本土恐怖暴
力威脅，政治上腦的政客，會良心發現嗎？市民
大眾唯有以強大民意遏制縱暴勢力，才能維護自
身和香港的安全。
20 日晚至 21 日凌晨，警方在大埔追截一名涉
嫌藏有槍械的疑犯，疑犯拔槍轟警被抓獲，警員
當場檢獲 P80 型號手槍，後來又搜獲 AR-15 步
槍和大量子彈，殺傷力強大。如若此案沒有及時
破獲，疑犯有機會製造傷亡事件，後果不堪設
想。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大埔現場的一些聚集
市民，竟然無端包圍、刁難和指責辦案警員，阻
撓警方執法行動，迫使警員使用低度武力驅散。
這一事件，凸顯香港當下部分人泛政治化思
維作祟，只問立場、不問是非、不理事實、顛倒
黑白的怪異邏輯，完全以政治立場代替基本的法
治思維。有一些刻意煽動政治仇恨的人，在網上
散播謠言，想當然地認定是警方「插贓嫁禍」；
一些受到政治煽動的人，在警員拘捕持槍犯人的
現場挑起事端，甚至要搶犯，這種政治上腦的行
為，將自己、警員和全社會都置於極危險的境
地，其行為的破壞性和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令
人細思極恐。
香港社會陷入此種泛政治化的反智怪象，完
全拜煽暴派政客所賜。煽暴派為了達到自身
政治目的，自違法「佔中」以來，
不斷製造政治仇

灣區深度融合需以創新思維擁抱機遇
任後的首次出訪，就是今天起一連兩日率
領澳門特區政府代表團，前往廣州和珠
海，與廣東省政府及珠海市政府領導會
面，進一步加強粵澳合作。
澳門在與大灣區深度融合上，已有眾多
成功探索。澳門正式將參與大灣區建設納
入本地五年發展規劃，已編制了規劃附件
「澳門特別行政區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該附件於 2019 年 6 月正式公佈。澳
門在橫琴重點推進特色金融和中醫藥大健
康產業合作，在中山加快推進「粵澳合作
全面示範區」建設和青年創新創業合作，
在廣州探索建設「粵澳合作葡語國家產業
園」等。
澳門能在粵澳合作上成功推進，一個重
要原因，在於澳門在發展上不是害怕、抗
拒，而是用足「一國兩制」政策，如澳門
特區政府主動向中央申請，拓展地理空
間，2009 年國務院通過橫琴發展規劃，分
配部分橫琴土地予澳門發展教育及醫療；
2015 年，國務院同意撥出 85 平方公里水域
予澳門特區管理，澳門面積擴展數倍。
「港澳作為小經濟體，只有掛靠祖國大
船才能經受住大風大浪，而粵港澳大灣區
是連接港澳小經濟體與國家大經濟體的橋
樑。」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
昨在珠海研討會上的這一表述，值得香港
各界深思。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視為破解
自身難題、探索發展新路的最大機遇所
在，這是香港需要建立的共識，而以創新
思維實現主動融合、深度融合，正是香港
應對挑戰大的核心所在。

特首：起底滅聲禍害全港
法律界批挑起仇恨製恐慌 洩私隱可囚 5 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被黑色恐怖籠罩的半年，起底情況
肆虐。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其 facebook 發帖指，其個人資料再次被
公開，她批評起底的目的是消滅其他人的聲音，擔憂受害的遠不止被起底
的人，而是整個社會。有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起底
不僅會挑起仇恨、製造恐慌，同時亦觸犯法例，最高可處罰款百萬及監禁
5 年。
facebook 發帖指，有人
林鄭月娥昨日在
告訴她，她的個人資料近日被放上網

上通訊群組，她表示，擔憂起底行為傷害的
遠不止被起底的人，而是整個社會。她指
出，過去幾個月，有人肆意對官員、警察以
至所有與他們意見不合的人進行起底，甚至
連他們的家人、小朋友都不放過，「起底的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消滅其他人的聲音。」

引判詞叮囑勿情緒影響判斷
林鄭月娥引述早前上訴庭處理一宗有關警
察個人資料的案件時的判詞，希望大家都要
警惕，不要被情緒影響是非對錯的判斷。判
詞指，「如果我們仍然為香港是享有法治的
文明社會而自豪，就不應亦不能容忍起底。
不幸的是，在當前的社會動盪中，香港有些
人動輒以這種卑劣的手法作為傷害其他人及
目標群組的武器。」
判詞又指，「當許多人、目標群組或社會
某個界別被恐嚇而噤聲，或因害怕被起底而
不能公開、坦率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做他們

想做的事或以他們渴望的方式生活時，社
會會出現寒蟬效應。如果不遏止起底行
為，它引發的不信任、恐懼和仇恨之火很
快會令公眾對法律和社會秩序的信心消失
殆盡，從而導致我們的社會瓦解。」

傅健慈：起底或侵犯私隱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
金會執委會副主席傅健慈，強烈譴責那些
進行違法起底的人，這種專門針對個人、
政府官員及其家屬的起底行為妨害其他人
■林鄭月娥批評起底的目的是消滅其他人 ■林鄭月娥在 facebook 發帖，有人告訴她，她的 ■法律界指，起底不僅挑起仇恨恐慌，同
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而且破壞香港法治
的聲音，擔憂受害的遠不止被起底的人， 個人資料近日被放上網上通訊群組。
時亦觸犯法例，最高可處罰款百萬及監禁
民主的核心價值及社會安寧。
而是整個社會。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fb圖片 5年。圖為一警員資料被起底。
fb圖片
他指出，起底行為可能觸犯第四百八十
方執法，情況十分惡劣。他認為，網上世界 罰款 2,000 元及監禁兩年，若循公訴程序被
六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六十四條的
黃國恩：網絡同受法律規管
與現實一樣，同樣受法律規管，奉勸大家尤 定罪，可被判監五年 ；及《刑事罪行條
「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
例》（第二百章）第一百六十一條「有犯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 其是年輕人切勿以身試法。
料罪」，最高可處罰款百萬元及監禁 5 年，
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一經循公
他指出，起底可能干犯香港法例第四百
表示，近期起底風氣甚盛，對象主要是警察
也可能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第十
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5 年，被起底人士
八十六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六十四
及政府官員、甚至其家人，主要目的就是要
條的「煽動罪」，最高可處監禁 3 年；及第
亦可循民事起訴對方誹謗，損害名譽，並
條之外，亦涉及《刑事罪行條例》第二十
威嚇當事人，使其有所顧忌，不敢發聲或無
一百六十一條的「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
畏無懼地執行職務，嚴重影響言論自由及警 四條，禁止某些恐嚇作為，一經定罪可被 要求賠償。
用電腦罪」，最高可處監禁5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社會
半年來頻繁出現違法暴力行為，至今未
能平息，嚴重衝擊香港法治。律政司司
長鄭若驊昨日在其網誌撰文指，過去的
幾個月裡，暴力及破壞行為不斷出現，
嚴重衝擊了香港法治，所謂「違法達
義」或「公民抗命」其實都是法律上不
容許的，呼籲大家切勿以身試法。
鄭若驊在網誌中表示，終審法院在處

理一宗非法集結的案件時，已經於判辭
中指出，當非法集結涉及暴力，即使涉
及相對較低程度的暴力，也不會被容
忍，在未來亦可能合理地招致即時監禁
的刑罰；以行使憲法權利或公民抗命之
名來為違法行為求情，所給予比重將會
很少，因為被定罪必然是指罪犯已逾越
了合法行使其憲法權利，與被制裁和限
制的非法活動之間的界線。

她續指，有人提出可以刻意作出一些
違法行為來達成他們的目的，這會令市
民錯誤理解正確的法治精神，而近月大
規模的違法及暴力行為，亦必定影響到
市民對香港法治的觀感。

應珍惜捍衛法治
她表示，自己與律政司同事，會從不
同渠道，向社會推廣及宣揚正確的法治

周浩鼎促重罰失當公僕失德教師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家好) 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昨日在港台節目《給
香港的信》中指，香港當前要務是止暴
制亂，政府應該迅速採取相應措施解決
社會混亂局面。他認為，政府未能令人
信服地懲處向學生灌輸仇恨言論的教師
及行為失當的公務員，認為政府應該加
強相關的懲處。他又批評現時社會道德
標準改變，對扔磚、扔汽油彈、縱火等
升級暴力視而不見，甚至企圖為這些暴

力行為找藉口的泛暴派責無旁貸。
周浩鼎在信中提到，儘管未能在今屆
區議會選舉中獲勝，但一直都與東涌居
民保持聯絡，其中許多人仍然走出來投
票給民建聯，他表示非常欣賞和感謝。
他相信，投票給建制的市民共同願望都
是想止暴制亂，但政府仍未達到要求，
他認為政府應該迅速採取相應的措施來
解決社會混亂的局面。周浩鼎承諾，會
繼續敦促政府應對暴力事件和加快對暴

徒的起訴。
他提到，曾在立法會質詢過政府如何
處理涉非法集結或詆毀「一國兩制」的
公務員，當時政府回應指有 43 宗個案，
但當中只有少數人被解僱，甚至沒有公
開明確的解僱處分數字，覺得政府無異
於「縱容公務員的嚴重過失」。

批泛暴派縱容惡行責無旁貸
他認為，公務員是「一國兩制」的支

觀念，同時希望公眾理性和客觀地分析
現時社會的狀況，在表達意見時，保持
一個開明和不偏頗的態度。
她強調，香港的法治得來不易，大家理
應珍惜並攜手捍衛，而遵守法律就是重要
的一環。法律是通過實踐得以彰顯，但不
應只由律師、法官和政府實踐，而應該是
整個社會共同遵守和尊重法治，特區政府
亦必定會繼續致力維護香港的法治。

柱，無法想像如果連公務員都詆毀「一國
兩制」，該如何堅決地維護憲法框架。
周浩鼎指，現時最令人擔心的是社會
道德標準改變，批評泛暴派責無旁貸，
因為他們對過去各種不斷升級的暴力事
件視而不見，甚至企圖為這些暴力行為
找藉口，去責難政府和警察。
他認為，香港像是陷入了「無政府狀
態」，法治基石正受到侵蝕，暴徒犯罪至
今也未有後果，更對香港法治象徵終審法
院縱火。他又點名批評立法會法律界議員
郭榮鏗口說維護法治，卻沒有任何一句話
去譴責暴力行為，是雙重標準。

政治風雲變幻 止暴走出陰霾

鄭若驊：法律不容
「公民抗命」

全球氣候暖化，極
端天氣頻現，今年的

冬至不如以往般寒
4BZ
冷，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於昨日發表的網誌
上指出，香港現正處於風雲幻變的政治氣
壓中，就像面對極端天氣威脅一樣。他
強調，特區政府管治團隊連同全體公務
員同事會精誠團結，專業實幹，沉着應
對，無懼困難險阻，堅定不移地止暴制
亂，竭力服務社群，讓社會回復平靜，同
時與廣大市民一起尋找出路，走出陰霾。
張建宗表示，儘管國際間就《巴黎協
定》實施細則的談判未有突破性發展，香
港特區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絕不會
鬆懈，致力落實《巴黎協定》的目標，
香港的碳排放總量近年已呈現明顯持續
下降趨勢。而為制訂至2050年的長遠減
碳策略，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今年進行了
公眾參與活動，現正分析收到的意見。
張建宗指出，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
在履行保護環境的責任上，人人有責，
他呼籲社會各界身體力行，在日常衣、
食、住、行方面都應致力實踐低碳生
活，共同應對氣候變化這個跨年代、跨
地域、跨界別和跨範疇的環境挑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