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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派為削弱警方的執法力

量，在修例風波不斷抹黑警隊，

就連公務員調整薪酬也被他們

「政治化」。立法會財會昨日繼

續審議公務員加薪撥款，泛暴派

不斷抹黑警隊「警暴」，妄稱特

區政府「偏袒『警暴』」，更屢

次爆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

光否認所謂「警暴」的指控，並

重申審議加薪項目時不會將警隊

分拆出公務員團隊。由於有泛暴

派議員提出中止待續，導致公務

員加薪撥款審議逾20小時仍未

表決，意味全港公務員以至資助

機構員工，在農曆新年前無法獲

得加薪。

泛暴派拖延撥款 公僕春節無薪加
抹黑警隊狂拉布 羅智光重申不分拆審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泛暴區員鬧人違泊自己犯法

多位泛暴派議員昨日藉財會繼續煽動
仇警。民主黨議員林卓廷聲稱，特

區政府「偏袒『警暴』」，其他公務員
被捕就要被停職，「完全推翻無罪假定
的原則」，但「違法」的警員就毋須停
職，又抹黑羅智光「出賣」18萬公務
員，「𠵱 家（個別公務員）隨時『落銅

鑼灣食飯』都會被警察濫捕，你就停佢
職，你係咪黐線㗎？」

指對所有公務員一視同仁
羅智光在回應中強調，局方對所有公

務員都一視同仁，就是必須依法辦事。
被捕公務員被停職是從公眾利益出發，

並重申所有公務員都要遵守法律，假如
公眾有不滿，可按既定渠道跟進。
他強調，行會決定公務員加薪，不會
考慮個別團體的表現，而是根據薪酬趨
勢淨指標、香港經濟狀況、生活費用的
變動、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政府財
務狀況以及公務員士氣這6個因素來考
慮整體公務員的薪酬調整幅度，故審議
加薪項目時不會將警隊分拆出公務員團
隊。

鄭泳舜批指控無事實依據
民建聯議員鄭泳舜譴責泛暴派所謂

「警暴」的指控並沒有事實依據，
「如果我們連這班如此努力的公務員
也不守住、不斷指責的話，對他們是
很不公平的」。
財委會主席、保險界議員陳健波會

上表示，議員倘對警方有不滿，應在
保安事務委員會提出。在是次會議
中，議員的發言並非集中討論公務員
加薪的問題，其間不斷提及所謂「警

暴」，只是發表自己的政見，和公務
員加薪無關。
他續說，連同早前花費10多小時處理

程序問題，會議已共舉行約20小時，故
決定「劃線」，只容許議員作最後一輪
提問，希望盡快就撥款申請表決，在農
曆年前為公務員帶來好消息。

蔣麗芸斥泛暴累死打工仔
為繼續拉布，民主黨議員許智峯提出
將相關議案中止待續，聲稱警隊等公務
員已成為「害群之馬」，「拖垮市民
對公務員團隊的信心。」民建聯議員
蔣麗芸反對許智峯中止待續的動議，
並強調薪酬調整是按每年通貨膨脹而
計，且有六成屬政府資助機構，包括教
師、醫生、社工等等，並狠評泛暴派無
良，中止動議讓打工仔「年尾流流無人
工加」。
最後，有關的中止待續動議昨日未

能完成表決，將待下一次財委會繼續
討論。

泛暴派立法會議員在昨
日財委會期間，不斷在發
言間企圖離間警隊和其他
職系的公務員，企圖煽動
情緒「爭取」他們分拆警

隊薪酬調整作一獨立項目的圖謀。公民黨
議員陳淑莊在昨日財委會中就聲稱，特區
政府「盲撐」警隊中的「害群之馬」，令
很多盡責的公務員都「無辜受累」。不
過，多個公務員團體此前均已表明，反對
任何形式分拆處理調薪議案。

警隊是公務員一分子
多個公務員團體此前就薪酬調整問題去

信公務員事務局。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在
信中表明，反對以任何形式分拆處理調薪
議案，並呼籲立法會議員體諒所有公務員
過去一年在艱難環境下堅守崗位，盡快審
議及通過議案。
政府人員協會則在信中指，現行公務員

薪酬調整機制涵蓋整體公務員，且已沿用
多年，警務人員身為公務員隊伍的一分
子，其薪酬調整不應分拆處理和表決。公
務員都是勞工階層，與一般打工仔無異，
不希望公務員調薪被政治化，甚至受拖延
或影響，期望財委會加快審議並通過薪酬
調整議案。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強

調，公務員調薪是按既定機制進行，適用
於全體公務員，多年來行之有效，應當尊
重機制，絕不能將任何部門或職系排除於
機制以外，為免進一步延誤公務員獲薪酬
調整及追補薪金，並期望財委會盡快通過
調薪建議。
紀律部隊評議會署任職方主席盧凱詩早

前在會見記者時表示，公務員薪酬調整按
既有制度進行，包括參考私人市場作整體
調整，不應按個別部門或職系的表現掛
鈎。紀律部隊評議會認為完全沒有必要偏
離現有安排，並強調公務員是大眾的一分
子，對於民生有極大影響，希望財委會盡
快通過公務員薪酬調整議案。

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亦表示，公務員薪酬
調整機制行之有效，泛暴派議員因為警員在過去6個
月竭盡所能、盡忠職守保護市民生命財產而要求分開
審議警隊薪酬調整，完全偏離制度，是「人治」，更
擔心一旦抽出警隊薪酬調整，日後難保有議員不滿其
他紀律部隊作出類似的決定。他期望經常將程序正義
和遵循機制掛在口邊的議員，盡快返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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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識吓咩叫「面皮
成呎厚」先：泛暴派
區議員周偉雄前日喺
葵青區議會嘅特別會
度大講違泊問題，轉

頭就被街坊影到佢架靚車喺會議期間
違法泊喺興芳路。佢雖然畀人「人贓
並獲」，但係都知衰，喺媒體訪問時
解釋話因為自己已經開會遲到，唔想
遲上加遲先至違泊，仲認錯話下次唔
會。點知「說時遲」，佢噚日又再
一次被人影到「並排停車」，真係信
佢一成，雙目失明。知法犯法，更要
罪加一等。

我話你違規就要追究到底，我自己犯
法就情有可原，周偉雄自己違泊走去鬧
人違泊，真係神演繹咗何謂「今天的我
打倒昨天的我」，泛暴派與其只係識得
「諉過他人」將違泊問題歸咎於抄牌執
法，煽動人仇恨警察，不如叫自己友反
省一吓先啦。

網民諷刺：改名周圍泊啦
唔少網民忍唔住要鬧爆周偉雄。好似

「Wilson Kwan」就話：「呢啲咪叫
做：講一套做一套，有口話人冇口話自
己，揸住雞毛當令箭囉。」「Yiy
Says」就認為佢身為議員要罪加一等：

「知法犯法是賤畜行為！」「Bling
Bling Kwan」更建議佢改名：「不如改
名叫『周圍迫（泊）』啦」。
有網民直言，泛暴派一向「本性難

移」。「Tszeman Leung 」話：「目無
法紀向來是泛民政棍的卑劣品性！」
「wkkenneth」就覺得佢當選咗就係神
仙，叫選民要帶眼識人：「選完咪為所欲
為lo（囉），on×選民以為呢啲黃絲黑衣
會幫佢地（哋）」。「Lam Lam」則笑
話：「就係太多違泊搞到佢冇得違泊。」
正所謂「人無信不立」，「一哥」

前日勸戒（誡）區議員「以身作則」
真係講得啱。其實無論遲到或者違泊

都係「錯」，泛暴派雙重標準，只會
用錯嘅事去幫另一樣錯嘅事做解釋，
係點講都唔會通。不如聽聽聖雄甘地
講：「手段的不純潔，必然導致目的
不純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保安
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議員陳克勤昨日獲香港
海關邀請，以檢閱官的身份出席海關基本訓練課
程的結業會操典禮。他表示，感謝香港海關在香
港社會面對困難下，全力支持特區政府的內部保
安工作，支援警隊「止暴制亂」。「我深信憑着
特區政府管治團隊連同全體公務員團隊同心協
力，必定能夠讓社會盡快重回正軌。」
陳克勤昨日見證了海關235位見習督察和關員

成功結業。他說，香港海關的職能廣泛，涵蓋打
擊走私販毒、保障稅收、保護知識產權、保障消
費者權益以及便利合法商貿等。多年來，海關在
各個範疇均取得卓越成績，贏得香港市民以至國
際社會的認同和讚賞。
他續說，香港海關在未來仍將擔當重要的角

色，除護法守關外，更會積極推展便利通關措
施，促進跨境人流物流，以協助特區政府推動相
關政策。
最後，陳克勤勉勵各結業學員，要做到與時並

進、不斷學習以增值自己、提升專業水平。「我
更期望各位作為紀律部隊的一員，能夠各自在崗
位上堅守法治、秉持廉潔，以不偏不倚的公正態
度執行職務，竭盡所能為市民服務，恪守海關
『護法守關、專業承擔』的莊嚴承諾。」

陳克勤讚海關
助力止暴制亂

■陳克勤(左一)昨獲邀出席海關結業會操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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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團體早前請願市民團體早前請願，，抗議泛暴派抹黑抗議泛暴派抹黑
警隊警隊，，支持公務員加薪撥款支持公務員加薪撥款。。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羅智光（左一）昨日強調，局方對所有公務員都一視同仁，並重申審議加薪項目
時不會將警隊分拆出公務員團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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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話破壞容易建設難，泛暴派
建設社區就得把口講，同埋講嘢
都冇乜建樹，淨係識顛倒黑白、
煽動市民對政府嘅不滿。黑衣魔
常拆馬路旁欄杆，拆到總長可以
從石澳排到機場，都未見沙田區
議會泛暴派區議員陳兆陽為街坊
福祉譴責呢個行為，日前卻假惺
惺「關心」欄杆修復情況，並轉
述路政署話「有機會轉用膠
鍊」，更好勤力咁上載咗一張好
肉酸嘅膠鍊圖片，聲稱有可能用
呢種「膠鍊」，企圖引起市民反
感，為咗分裂社會不遺餘力。

黑衣魔喺上年6月到12月拆走
嘅欄杆，就足足有 52.8 公里咁
長，夠有由石澳排到機場，全港
仲有740組交通燈被毀，都咪話
唔誇張。但所謂「神又係佢鬼又
係佢」，啲欄杆俾黑衣魔拆成咁
都唔見陳兆陽關心街坊安全、同
暴力割席，反而一有機會就攞
「街坊安全」當擋箭牌，扮「關
心民生」，企圖挑撥政府與市民
關係。

網民：叫暴徒還鐵欄杆
陳兆陽前日就忽然關注起道路

無欄杆嘅交通安全問題，喺face-
book大講路政署點樣仍未重新裝
設好被拆走嘅欄杆，又話收到有
「多位街坊」反映，喺愉城苑對
出嘅欄杆久未維修好，令到「多
位街坊」為貪方便而亂過馬路，

造成交通安全問題。
陳兆陽仲認叻，講自己問咗路

政署，話路政署答佢：「上面指
示唔好裝住，有機會轉用膠
鍊。」之後仲要圖文並茂咁擺張
好肉酸嘅所謂「膠鍊」，話有機
會係呢個云云。
網民「王乃松」就睇唔過眼，

寸爆陳兆陽：「叫D（啲）暴徒
還我們D（啲）鐵欄杆！」咁又
係，暴力使香港的街道變得瘡痍
滿目，作為「始作俑者」嘅泛暴
派，不如去勸吓自己嘅「手足」
以後唔好再周圍拆仲好。需知道
每枝鐵欄同燈柱都係香港幾代人
辛勤努力嘅結晶，前人種嘅樹唔
可能係一朝一夕，任何破壞行為
都絕對冇可能令香港變得更美
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黑魔拆欄杆不譴責 扮關心交通煽民怨

■陳兆陽上
載一張網上
找的膠鍊圖
片，聲稱有
可能用呢種
「膠鍊」，
企圖引起市
民反感，為
分裂社會不
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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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偉雄接連被揭違例泊車。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