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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與讀者同行

2020 年 1 月 1 日 ， 21 世紀正式進入 20
年代。
年代
。世界
世界正面
正面臨百年
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未有之大變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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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版
中國
版

2020 ， 我 們 繼 續 並 肩 同 行 ！

港聞版
港聞
版

收官故事

政事懶人包
讓讀者一圖知政事，以圖片形式
讓讀者一圖知政事，
以圖片形式，
，用最
簡單、
簡單
、核心的信息
核心的信息，
，向讀者介紹熱點關
鍵的事實真相。
鍵的事實真相
。

監察新科議員

和平崛起的中國，
和平崛起的中國
， 亦開始進入全方位

跟進新屆區議會層面後續事務，以及做
跟進新屆區議會層面後續事務，
好 2020
2020立法會選舉報道
立法會選舉報道。
。

與世界深度
與世界深
度 互 動 的新階段
的新階段。
。 後修例風
波的香港，
波的香港
，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 仍是

大城市小人物

最大的任務。
最大的任務
。

透過工會、政團
透過工會、
政團、
、智庫等採訪一些具故
事性的打工仔、
事性的打工仔
、青年
青年、
、小店東主等
小店東主等，
，透
過有關報道帶出一些「
過有關報道帶出一些
「貼地
貼地」
」的故事與
訊息。
訊息
。

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我們將
我們將用更理性的
用更理性的思考
思考、
、
更 懇切的態度
懇切的態度、
、 更鮮活的筆觸
更鮮活的筆觸，
， 反映
社會主流民意，
社會主流民意
，聚焦社會熱點問題
聚焦社會熱點問題，
，探

2020 年是內地扶貧攻堅收官年
年是內地扶貧攻堅收官年，
，也是這一年民生最
大事。
大事
。本欄目將以豐富的視角
本欄目將以豐富的視角，
，記錄這一中國大事
件的小細節，
件的小細節
，展現收官衝刺階段的艱辛與歡樂
展現收官衝刺階段的艱辛與歡樂。
。

台胞在灣區
「大灣區縱橫
大灣區縱橫」
」已經刊發超過
已經刊發超過140
140版
版。將新設專欄
將新設專欄，
，
為大家報道台胞在大灣區的精彩工作創業生活故事。
為大家報道台胞在大灣區的精彩工作創業生活故事。

財經版
財經
版
數說財經
以數字圖表的形式，及盡量多用
以數字圖表的形式，
及盡量多用「
「Q & A 問答
問答」
」的
方式來呈現新聞，
方式來呈現新聞
，讓讀者一目了然
讓讀者一目了然，
，方便讀者更迅
速地掌握財經新聞的要點，
速地掌握財經新聞的要點
，達到
達到「
「數碼化傳播
數碼化傳播」
」的
實質效果。
實質效果
。

討 政經大勢
政經大勢。
。 我們也將用更廣闊的視

評論版
評論
版

副刊版
副刊
版

野 、 更貼地的視角
更貼地的視角、
、 更深入的採訪
更深入的採訪，
，

社區政情

風尚中國

邀請文筆好、有思想的年輕區議員參與撰
邀請文筆好、
寫，既為新的政治人才提供發聲陣地
既為新的政治人才提供發聲陣地，
，也
增加文匯論壇的可讀性和吸引力。
增加文匯論壇的可讀性和吸引力
。

國家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設立的
國家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設立的「
「今日中國
新風貌」
新風貌
」版面
版面，
，從藝術
從藝術、
、設計產品反映中國城市人
的時尚生活品味，
的時尚生活品味
，消除偏見與誤解
消除偏見與誤解。
。

港漂青年

區區有故講

邀請一些高學歷、熟悉兩地
邀請一些高學歷、
熟悉兩地、
、有分析能
力的港漂參與寫作，
力的港漂參與寫作
，以利兩地民眾尤其
是年輕人增加相互了解、
是年輕人增加相互了解
、消除誤解
消除誤解。
。

深入挖掘香港十八區的文化藝術歷史故事，讓年輕
深入挖掘香港十八區的文化藝術歷史故事，
人知多些，
人知多些
，真正愛護關心為社區建設
真正愛護關心為社區建設，
，將在文化視
野及藝粹版呈現。
野及藝粹版呈現
。

縱觀香江內外風雲大事，
縱觀香江內外風雲大事
， 展示國家發
展成就，
展成就
， 報道人間冷暖百態
報道人間冷暖百態。
。 我們將
繼續全力經營、
繼續全力經營
、 優化讀者喜愛的版面
和 欄 目 ， 並同步推出一系列新版面
並同步推出一系列新版面、
、
新欄目，
新欄目
，為讀者呈獻題材更豐富
為讀者呈獻題材更豐富、
、內容
更精彩、
更精彩
、形式更多樣的新聞產品
形式更多樣的新聞產品。
。

魔煽元旦打砸 民陣美化暴行
警：若遊行出現暴衝 必果斷執法零容忍

派續以歪理悖論煽惑青少年和市民上街
搞事，黑衣魔揚言在除夕夜和元旦跨年
逞暴，企圖在今日除夕夜使用汽油彈及
煙餅對付警察，襲擊政府設施等，又藉
民陣的「元旦大遊行」海報，散播「毋

■鄧炳強表示，警隊止暴制亂並
不孤獨，盼警民合作迎新挑戰。

忘報仇、全城裝修」信息，煽動在明天
的「元旦遊行」中對全港大破壞。民陣
雖然聲言該幅海報出自他人之手，但被
警方批評用「裝修」字眼美化嚴重的刑
毀罪行，促民陣勿再協助美化暴力，並
警告若遊行集會有犯法行為，定必採取
果斷執法行動。

今晚除夕夜港島多區都有封路慶祝活動，警方
已留意到縱暴文宣策劃「無煙花、放催淚

煙」，煽惑暴徒聚集搞事，迫使警方施放催淚煙，
製造混亂；又叫人外出時帶雨傘，目的是要掩護暴
徒進行「私刑」，有人更煽動暴徒使用汽油彈及煙
餅等襲擊政府部門設施。有人在網上揚言由除夕
「玩」到元旦。而網上則流傳一張呼籲參加民陣
「元旦大遊行」的海報，海報主題是「毋忘報仇、
全城裝修」，以及「君子報仇，勇武起義」。
有看過海報市民直言感到害怕：「講到明係要
報仇及預告『裝修』，好驚，真係好驚……」

民陣倒果為因誣警製亂
警方昨日立即要求民陣就該海報向公眾解釋，
民陣昨日召開記者會，聲稱有人將民陣的海報在
網上「二次製作」，召集人岑子杰引述警方指，
若遊行期間出現破壞商店等行為，警方會嚴厲執
法。岑倒果為因說：「希望當日不要有一些『裝
修』、『裝飾』活動發生。只有保持我們和平、
理性、非暴力，我們沒『裝修』、『裝飾』等，
是最難令警方有藉口製造混亂。」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昨回應指，民陣
就海報及早澄清，能助市民不會被誤導，但促民
陣不要協助掩飾或美化暴力行為，因為這些暴行
不是什麼所謂「裝修」，是嚴重的刑事毀壞罪
行。郭嘉銓也嚴厲譴責有暴徒在網上煽暴是毫無
道德，試圖用黑社會手段製造黑色恐怖以達「滅
聲」目的。
郭嘉銓續指，過去多個遊行集會均被大批不法
之徒騎劫，令本身和平的活動變成暴力衝擊，甚
至暴動，嚴重破壞香港法治精神，亦剝奪合法集
會權利。雖然「元旦大遊行」已獲發不反對通知
書，但在發生緊急或暴力事件，令集會及遊行不
再安全時，警方會即時解散活動，主辦單位及糾
察亦有責任協助警方呼籲參與者解散及有序離
開，以確保參與者安全離開。
警方再次強烈呼籲參與者不要使用暴力，並希
望所有市民向暴力說不，不要再縱容、包庇、美
化任何暴力，亦不要對暴力事件視而不見。警方
亦絕不會容忍任何暴力事件，並會採取果斷執法
行動，以保障市民生命財產。

回顧半年亂局 「一哥」盼警民同抗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煽暴

■警方重申，若民陣明天的遊行集會有犯法行為，定必採取果斷執法行動。

資料圖片

政總天橋裝鐵網 防暴徒高空擲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暴
徒在逾半年的騷亂中，往往利用行
人天橋和行車天橋，居高臨下投擲
汽油彈襲警、掟雜物堵路，更上演
跳橋「老屈」被警員掟落橋的戲
碼。政府近日用鐵絲網將金鐘政府
總部通往中信大廈的行人天橋欄河
圍封，防止激進示威者將雜物投擲
橋下馬路。警方對該做法表示支
持，有助保障公眾安全，又認為區
議員是社會重要的持份者，期望新
一屆區議會能與警方緊密合作，合
力撲滅罪行以維持公共安全。

警方行動部高級警司汪威遜昨表
示，警方並無特別要求其他政府部
門安裝鐵絲網，但相信不同部門或
單位，因過往曾見有人在天橋上掟
物品落路面，以及有暴徒為逃避追
捕而跳橋，故此加裝鐵絲網確保安
全，亦是一個好的安全措施，警方
絕對接受及支持。

另外，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
嘉銓表示，區議員是社會重要的持
份者，相信區議會的職能是為了確
保地區安全及運作暢順，期望新一
屆區議會可與警方緊密合作，達成
撲滅罪行、維持公共安全的共同目
標，這亦是社會大眾認同的核心價
值觀。

警支持做法 保公眾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到金鐘政府總
部附近觀察，發現橫跨添美道和夏
慤道的行人天橋，早前安裝的臨時
圍網，已被改裝上更為堅固的鐵絲
網，由橋頂一直封到橋面，令暴徒
不能將大型雜物拋落路面。

■天橋裝上鐵絲網，嚴防暴徒高空擲物。

「維港聲」
「珍惜」批私隱署雙重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
團體「維港之聲」及「珍惜群組」
昨日下午於灣仔警察總部集會撐
警，高舉「強烈譴責私隱公署草菅
市民命，助紂為虐小題大作打壓警
察執法」，「履行職責不容抹黑，
支持警察除暴安良」等標語，其後

遊行至私隱專員公署抗議並遞信，
強烈譴責私隱專員公署雙重標準，
嚴重違背中立。
群組發起人李璧而指出，6 個多月
暴亂以來，2,000 多名警員資料被公
開，家屬遭到欺凌；市民性命亦受
威脅，商舖受恐嚇、勒索；內地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媒記者被「私了」（行私刑），證
件被公開，私隱專員公署充耳不
聞，裝聾作啞。然而現時，卻為了
一名攝影記者被警察查證身份時，
持續拍着警察手中自己的身份證，
就要追究執行任務的警察，私隱公
署做法雙重標準，漠視相關記者阻
礙警察執法行為，這種撕裂公務員
團隊的行為，嚴重影響止暴制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警務處在今年 6 月啟動代號
「踏浪者」行動止暴制亂，是香
港警界史上最大型的行動。新一
年即將來臨，警方昨在官方
facebook 上載「2019 香港警隊止
暴制亂回顧」影片，重溫警隊所
經歷的血與火的洗禮。警務處處
長鄧炳強除了感嘆過去半年所發
生的亂局，亦感謝前線警員的付
出，他強調在止暴制亂的征途上
「我們並不孤獨」，盼望警民共
同努力，在新一年繼續面對挑
戰。
過去逾 6 個月中，暴徒的暴力
不斷升級，6 月時有人在灣仔警
總外投擲一枚汽油彈，引起社會
嘩然，但到年底，暴徒已發展至
有計劃用炸彈或槍械在示威期間
發動大規模襲擊。示威者亦由最
初和平有序表達意見，變成默許
暴力，縱容暴徒、罪犯刑事毀壞
商舖、設施，對不同意見者施以
私刑。警方不斷調整策略應變，
全力止暴制亂和回復社會秩序。

批暴徒攻擊異己謀私

警隊「一哥」鄧炳強表示，半
年前香港市民可以安全、安心地
在喜歡的咖啡店飲咖啡，但好可
惜，在過去半年中，有部分人為
達到自己的目的而煽動仇恨，煽
動暴力，特別是煽動一些年輕人
使用暴力，包括對一些他們認為
「不聽話」的店舖施以襲擊，甚
或打爛東西。
鄧炳強指出，犯法或支持犯法
及暴力者企圖削弱警方的執法能力，他們會
用一些假新聞、假消息，煽動社會對警隊的
仇恨和誤解，分化警方、市民，甚至分化警
隊內部。至近期，更會用很多類似黑社會的
手法，對付一些他們認為「不聽話」的店
舖。香港市民在過去半年對於此等暴力已感
到非常厭惡，暴徒不會得到社會支持，警方
會盡一切辦法拘捕他們。
鄧炳強希望市民不要再犯法，不要再縱容及
包庇暴力。在新的一年，警隊仍會繼續面對不
少挑戰，鄧說：「我想告訴大家，我們並不孤
獨，香港有很多市民、很多機構支持警方，希
望大家可共同努力，繼續面對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