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元朗區議會

在昨日會議上

繼續炒作「警

暴」問題，要求警方保證催淚彈「零傷

害」、不許警方用「戰術考慮」一詞，

及質問警方為何在某些地點放催淚彈

等，警方一一回應，並重申驗測已證明

催淚煙不會對人體造成永久傷害，而警

方在何處執法，均受制於示威者在何處

違法。同時，元朗區議會昨日越權要調

查已進入司法程序的「7．21事件」，

無視特區政府的勸阻繼續表決，民政處

直言不便參與有關討論，並與全體特區

政府官員及秘書處職員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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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散不用催淚彈？ 警：用棍更暴力
駁斥元朗泛暴區員刁難 重申驗測證催淚彈不致永久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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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美國人權
問題嚴重，惟美國總統特朗普22日在瑞士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聲稱，希望為中國
的人權議題「做點事」，並聲稱中國的人
權記錄，包括香港特區的「民主運動」，
將會納入第二階段中美貿易協議談判。香
港政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批評，特朗普企圖用香港作為在中美貿易
談判中獲利的棋子，十分荒謬，更顯示特
朗普承認香港的社會動盪讓美國有利可
圖。
美國過去一段時間一再炒作修例風波，

為暴徒撐腰，藉此遏制中國。日前，特朗
普在世界經濟論壇被問及會否將「香港人
權」納入第二階段中美貿易協議內時，聲
稱「我們已在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會希望

我們可在此做點事」，並聲言中國人權記
錄、香港「民主運動」將會是與中國第二
階段貿易談判內容的一部分。

劉兆佳：只看自身利益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分析，特

朗普的言論無常，毋須太重視。特朗普一
直持以美國優先的政治心態，以美國利益
為準，香港問題若對美國有利，或有可能
迫使中國在貿易談判中作出讓步，則特朗
普一定會用的，並不代表他關心中國的人
權和香港的「運動」，而只是將香港當做
一個棋子，而美國若要為干預中國內政而
付出代價時，棋子就會被拋棄。

蔡素玉：證港動盪利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指出，特朗普
的言論證明了香港的社會動盪有利於美國
國家利益，美國一定會將香港當做棋子，
目的就是針對中國。香港泛暴派在修例風
波中多次赴美「述職」，她呼籲港人看清
泛暴派的漢奸、港奸的真面目。

黃碧嬌：借港過橋荒謬
大埔區議會前主席黃碧嬌表示，特朗普

完全沒有必要幫香港「做事」，在逾7個月
的修例風波中，特區政府及警方都非常克
制。此外，就算香港社會正經歷動盪，但
港人依然享有言論自由，可以自由參加合
法的集會，更表明香港的人權完全沒有倒
退，特朗普妄圖將香港修例風波加入貿易
談判，簡直是十分荒謬。

■香港政界指特朗普的言論，證明香港動盪讓美國有利可圖。圖為示
威者手持美國國旗遊行。 資料圖片

特朗普貿戰打「人權牌」港政界批拿港當棋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大埔區
區議會前日舉行行政財務管理委員會第一
次會議，審批康文署多個在區內提供的體
育及文化服務撥款。泛暴派區議員大肆拉
布，將民生撥款「政治化」，一時說文件
附錄中的支出明細太「簡略」，又稱不能
將撥款全數交予大埔體育會這一主要合辦
機構。行政及財務管理委員會主席胡耀昌
最後決定將撥款押後至下次會議，大埔居
民的慣常體育活動或會因此受到影響。
康文署申請本財政年度在大埔區舉辦康

樂體育活動的撥款約為451萬港元，其中
約兩百萬元撥款的體育活動與大埔體育會
合辦。泛暴派多名區議員要求康文署提供
包括為兼職員工、教練及其他的協助人員
薪酬在內的詳細資料。但事實上，區議會
文件已詳細列明活動數目、活動人數及各
項預算開支，文件長達13頁。

挑剔大埔體育會合辦項目
泛暴派又稱，大埔體育會是政府「養

大」的機構，區議會的撥款有限，倘將

「所有撥款」提供給大埔體育會，區內其
他協會舉辦體育活動的經費就會減少。
康文署解釋，倘其他體育會能做到大埔

體育會的規模和程度，政府也可以與他們
合辦相關活動，而大埔體育會在體育推廣
方面有很多經驗，也有許多資源，能為政
府康體活動提供很多幫助，希望議會能同
意撥款，政府亦樂意檢討工作的不足之
處。
最終，胡耀昌要求康文署在下次會議之

前提供詳細的書面補充資料，撥款押後至

下一次會議再處理。
大埔體育會是有多年歷史的康體組織，

長期承辦政府的地區康樂活動，大埔區在
全港運動會中亦成績優秀。大埔區前區議
員陳灶良直言，除了大埔體育會外，區內
並無其他團體有能力承辦同水平的體育比
賽和培訓班活動。

「老字號」竟被屈「保皇」
他強調，康文署體育活動的撥款，屬每

年的「例牌」撥款，只因大埔體育會這類
社團的「老街坊」與特區政府關係密切，
就被泛暴派當成「保皇黨」，拉布阻撓相
關撥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家好）警務
處處長鄧炳強上周出席中西區區議會，
被一眾泛暴派使用侮辱性字眼辱罵及頻
頻打斷發言，最終引起政府人員不滿而
離席抗議。在昨日中西區區議會第一次
特別會議中，民主黨的甘乃威提出動
議，要求向申訴專員投訴公務員當日突
然離席及全日不參與區議會為「疏忽職
守」行為，並獲全體泛暴派議員通過。
特區政府回覆指，由於當日不認同中西
區區議會針對警方和警務處處長作出的
臨時動議，所有列席的政府人員才會離
席，並呼籲有關議員聚焦民生事項，作
出理性討論。
甘乃威會上共提出3項動議，分別是

正式向申訴專員投訴公務員當日突然離
席及全日不參與區議會的「疏忽職守」
行為、要求將他們繩之以法、繼續爭取
改善民生、「雙普選」及成立法定獨立
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暴」。3項動議均
獲全體泛暴派議員一致通過。

黃何詠詩：官員不應受辱
民政事務專員黃何詠詩引用政府的回

覆解釋，根據《公務員守則》，公務員
必須恪守政治中立，不論本身的政治信
念為何，必須對在任的行政長官及政府
完全忠誠，竭盡所能地履行職務。

她表示，當日在會議進行期間，有議
員多次使用帶有侮辱性字眼，多次打斷
發言及故意不讓鄧炳強發言，認為警務
處處長及列席官員在參與區議會會議時
不應受到侮辱，並強調區議會應在相互
尊重和理性原則下作討論，但議員的發
言內容、立場及做法，違反這重要溝通
原則。
黃何詠詩表示，政府也不認同中西區

區議會針對警方和警務處處長作出的臨
時動議，指該動議對警方作出不實的指
控，故此所有列席的政府人員均離席，
並呼籲有關議員聚焦民生事項，作出理
性討論。

竟問民政專員「去唔去死」
多名泛暴派區議員要求黃何詠詩具體

指出哪些字眼是有侮辱性，黃何詠詩就
回應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想
重複侮辱性字眼，惟泛暴派繼續窮追猛
打，逼她說明。她遂舉例說：「比如剛
才甘乃威問我係咪人，我個人覺得已經
是具侮辱性。」
其後，泛暴派的何致宏突然問一句：

「如果特首叫你去死會不會去死？」黃
何詠詩表示不回應假設性問題，中西區
區議會主席鄭麗琼就突然稱「專員號稱
『地區小特首』」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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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警開會設限制 中西區會涉濫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中西區區議會昨日舉行第一
次特別會議，一眾泛暴派在會上通過針對警務人員的動議，稱
要「規範」警務人員進入中西區區議會會議室的守則，包括必
須提供姓名、編號及職級等。中西區區議會前副主席、「議會
監察」召集人陳學鋒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有關動議
「好傻」，秘書處邀請公職人員出席會議，卻被一群泛暴派議
員多加限制，無形中阻礙溝通，更構成歧視。
民主黨議員甘乃威在昨日會上聲稱，由於過去7個月的「警
暴」，市民對警務人員「完全失去信心及信任」，因此必須清
楚向公眾交代警務人員進入中西區區議會會議室的安排，又稱
中西區區議會主席、民主黨鄭麗琼上周四要求便衣警務人員出
席區議會會議及進入會議室必須展示委任證，是「建立良好規
範的第一步」云云。

會議管理向來民政署負責
甘乃威其後就「規範警務人員進入中西區區議會會議室的守
則」提出7項動議，分別是所有警員進入區議會會議室必須事
前向秘書處提供姓名、編號及職級，及參與哪一個區議會討論
的項目；所有警員進入會議室前，必須獲得區議會主席或委員
會主席批准；區議會主席或委員會主席有權拒絕任何警務人員
進入會議室等。
民政事務總署回覆指，區議會常規是就議會會議進行程序，
並非對區議會會議室的使用管理、保安作規範，並強調區議會
會議室是政府物業，而會議室內的設置安排、管理和保安由民
政事務處負責和安排。

民政事務總署強調，區議會大會及其委員會屬公開會議，公
眾可根據民政處的安排入座。民政處可根據實際需要安排各部
門的公職人員進出會議室，而有關公職人員並非參與會議討論
亦非列席，而是以公職人員身份進入政府場地工作，而相關的
安排和公職人員的身份都由民政處安排及同意。
然而，泛暴派無視民政事務總署的回覆，投票通過這些針對

警員的守則，並交由常規工作小組再跟進。

陳學鋒批玩針對「好傻」
陳學鋒批評，這項動議是有歧視的成分，因為只針對警務人

員作規範守則，「咁其他公職人員呢？運輸署、衛生署嚟到又
唔規範？擺明係歧視警察！」
他續說，秘書處邀請公職人員出席會議，卻被一群泛暴派多加
限制，無形中阻礙溝通，「公職人員出席會議，係想協助你哋去
開會，𠵱 家自己加咁多限制，係好傻嘅事。」

■黃何詠詩解釋公務員必須恪
守政治中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甘乃威動議投訴包括黃何詠
詩等官員「疏忽職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泛暴拉布阻撥款 阻大埔康體活動

元朗區議會會議昨日的議程包括討論
「催淚彈的成分，對人體、動物及

社區的影響及清理其殘餘物的情況」。區
議會主席、民主黨黃偉賢質疑，警方能否
只用「人手」驅散示威者而不用催淚彈。
元朗警區副指揮官陳漢銘回應說，警方會
因應現場情況而定，不能一概而論，倘用
人手驅散，可能會用上警棍，武力程度其
實較催淚彈更高。
民主黨的鄺俊宇要求警方保證催淚彈

「零傷害」、另一泛暴派議員林廷衛則認
為催淚彈會令在場警犬不適。陳漢銘表
示，根據醫學文獻及世界各地的測檢報告
均顯示，催淚煙一般只會短暫刺激人體，
受影響者在離開催淚煙範圍後，短時間內
就可復原，不會對人體造成永久傷害，而警
方未曾收過任何警犬因執勤不適的報告。

用「戰術考慮」借題發揮
泛暴派的杜嘉倫就「做大戲」，激動拍
枱指罵警方，稱警方使用「戰術考慮」一
詞是「冒犯」香港人，因為示威者不是
「戰犯」，應使用「行動考慮」。陳漢銘
解釋，「戰術考慮」源自英文「Tactical

Consideration」，倘杜嘉倫「覺得唔啱
聽」，可以理解為「用何種方式去解決問
題」。

泛暴低質發言被斥
一眾泛暴派區議員的低質發言引起其他

議員不滿，鄉事派議員文美桂直斥他們是

「侮辱大家智慧」及「嘥時間」，與其針
對警方，不如關心民生及弱勢社群。

區會跟進「7．21」涉越權
議會其後討論「7．21工作小組」的職

權範圍時，元朗民政事務專員袁嘉諾認為
「跟進」有關「7．21事件」不但與區議

會職能無關係，更可能超越了區議會的職
能，且「7．21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
相關證人可能不宜參與。
不過，黃偉賢仍強行要求議員就職權範

圍直接表決，袁嘉諾隨即表示有關討論民
政處不便參與，並與全體特區政府官員及
秘書處職員離場。

■文美桂直斥泛暴派區議員「嘥時間」。■元朗區議會在昨日會議上繼續炒作「警暴」問題。

下次攪珠日期：1月28日(星期二)

1月23日(第20/007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932,270 （1.5注中）

三獎：$106,600 （72.5注中）

多寶：$3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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