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電視台回應

港台
對決定並無異議，並感謝免費電視多年來播放港
台節目。

得悉通訊局決定即時撤銷需要播放港台節目的指
示，特別是翡翠台周一至五晚上6時至6時半播
放港台節目，歡迎有關決定，並計劃利用收回的
傍晚6時到6時半時段，將現時的「六點半新聞
報道」延長至1小時。

無綫

對通訊局撤銷向本地免費電視持牌機構發出須播
放港台節目的指示表示歡迎，令節目編排更具彈
性。

ViuTV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電台已經成立了自己的電視

頻道，惟免費電視至今仍被強制必

須播出港台《頭條新聞》等節目。

通訊事務管理局昨日公佈，撤銷向

本地免費電視台發出須播放香港電

台節目的指示，免費電視台日後可

自行決定是否及何時終止在其頻道

播放港台節目，認為此舉可助免費

電視台為公眾提供更多元節目選

擇，亦可讓商營廣播機構增加廣告

或贊助收入。有關的電視台對通訊

局的決定表示歡迎，港台則對此表

示「無異議」。社會各界人士則認

為，現在是港台檢討其節目製作方

針的時機（見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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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電視可不播港台節目
通訊局撤銷必播指示 指有利公眾獲更多元選擇

根據免費電視牌照的相關牌照條件，通
訊局可指示持牌機構播放由政府提供

的電視節目及其他關乎公眾利益的資訊。
目前，無綫和ViuTV須按照通訊局發出的
指示，每周在其綜合中文頻道分別播放3.5
小時及2.5小時港台節目。

港台有頻道 涵蓋99%人口
通訊局於1990年起要求免費電視台播放
港台節目時，當時港台並無本身的電視頻
道，而港台於2014年開設了3條數碼地面
電視頻道，覆蓋範圍去年已達全港99%人
口，亦可透過港台網站及流動應用程式，
接收部分港台電視頻道。
通訊局昨日表示，於今年1月9日收到無
綫提出免除播放港台節目的要求，在考慮
持牌機構的要求和商經局的意見後，認同
現時已沒有充分理據繼續要求商營廣播機
構播放港台節目，決定撤銷向本地免費電
視台發出須播放香港電台節目的指示，免
費電視持牌機構可因應其商業、營運及節
目編排等考慮，自行決定是否及何時終止
在其頻道播放港台節目。
局方認為，免除有關要求可讓免費電視台
更有效地運用騰出的頻譜和廣播時間，騰出
的時段可用於播放其他節目，為公眾提供更
多元化的電視節目選擇，亦可讓商營廣播機
構增加廣告或贊助收入，有助這些機構在廣
播業備受挑戰的環境下經營業務。
港台昨日回應指，對決定並無異議，並

感謝免費電視多年來播放港台節目。

無綫：延新聞時段
無綫電視現每周星期一至五晚上6時至6

時 30 分播放港台節目，包括《頭條新
聞》、《鏗鏘集》、《醫生與你》、《沒
有牆的世界VII》及《議事論事》。無綫
發言人昨日表示，得悉通訊局決定即時撤
銷需要播放港台節目的指示，特別是翡翠
台周一至五晚上6時至6時半播放港台節
目。他們歡迎有關決定。
無綫指，自2016年多次提出有關要求，

且港台已擁有自己的數碼及模擬電視頻道
多年，覆蓋率並不低於無綫電視，繼續規
定無綫播放港台節目是不合時宜的，並表
示計劃利用收回的傍晚6時到6時半時段，
將現時的「六點半新聞報道」延長至1小
時。
ViuTV在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對於通

訊局撤銷向本地免費電視持牌機構發出須
播放港台節目的指示，ViuTV表示歡迎，
令節目編排更具彈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大半年的修
例風波中，不少滿腔熱血但被誤導的年輕人
作出激進行為，紛紛被捕和面對刑責。「803
基金」上月初根據「公開資料守則」去信教
育局，要求該局基於重大公眾利益，公開涉
嫌在校向學生灌輸政治仇恨，並因此被處分
或被警告的教師的資料，截至昨日仍在等待
教育局實質的回覆。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撰

文表示，在修例風波中被捕的7,000多人中，
有約3,000人、即約四成為學生，形容情況
「聳人聽聞」，而「803基金」亦經常收到
家長舉報教師涉嫌在學校向學生灌輸政治仇
恨的情況。他說︰「如果你是家長，你擔心
你的孩子嗎？教育局必須就這聳人聽聞的現
象提出對策。」
梁振英指出，世界各地都有青少年人「被rad-
icalise（激進化）」，以達到挑撥、加深宗教或
種族矛盾的目的，「香港的radicalisation的本
質是挑撥香港和內地的矛盾，以及煽動青少年人
對警察的仇恨。」

他批評，修例風波以來，有部分教師涉嫌
將學校用作散播政治仇恨的基地，認為學
生、家長（尤其是任職警察的家長）、未來
家長和教職員絕對有權知道哪些學校有哪個
教師被拘捕，或被教育局處分或警告，從而
選擇是否退學、報讀或辭職。
梁振英說，「803基金」的代表律師在上月4

日根據「公開資料守則」正式去函教育局，基
於「重大公眾利益」，要求教育局公開相關資
料，包括涉事教師的姓名和任教學校的名稱、
教育局調查結果及跟進行動等，「目前仍在等
待教育局的實質性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免費電視台毋須再被迫播放港台
節目，社會各界對此表示認同和
支持，並認為港台應藉此機會改
革。有泛暴派中人開腔聲稱這是
「政治打壓」，但港台卻公開表
示「無異議」，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形容，泛暴派中人的跳樑
情況是「太監急」。
公營廣播關注組同意通訊局是

次的決定，認為港台節目質素每
況愈下，節目收視長期偏低，支
出卻每年俱增，有違公眾期望。
關注組認為，香港電台是時候

需要下決心進行改革，是次政府
的決定有助香港電台重新檢討其
製作方針，不應再任由偏頗、不
持平和無據抨擊的節目充斥公共
大氣空間，建議未來香港電台要
製作更多元化的節目，不應再無
理抨擊政府，應多協助政府解釋
政策，令公帑用得其所。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港台

節目關注組對通訊局決定表示歡
迎，認為這是監管當局接納民
意，正視港台問題嚴重性所走出
的正確和重要的第一步，會繼續
關注事態發展，希望廣播處長梁
家榮能採取切實措施，認真整頓
港台，使其製作的節目均符合
《港台約章》規定，取締不符
者、有違者、別有用心者的節
目。
在港台和社會各界都認同通訊

事務管理局有關決定下，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鄺俊宇聲稱通訊局的
決定是「政府正全方位打壓港台
的新聞自由及製作電視節目的自
由」，「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
莫乃光亦聲言這是「封殺港
台」，梁振英在fb發帖揶揄，這
些人是「太監急」，「這都是條
件反射的反對。」

葛珮帆批無限政治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並不

認為通訊局的決定是「政治審
查」。事實上，通訊局的決定一
出，她已收到很多市民表示支持
此決定。
她指出，港台節目被批評內容

偏頗、醜化政府，經常被市民投
訴，並非一日之事，「若政府要政治審查，
又何必等待至今時今日？惟部分有心之人又
將此決定無限政治化，上綱上線，並不合
理。」
葛珮帆表示，過往基於港台沒有頻道，才

要求免費電視台播放其節目。立法會的資訊
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曾就此問題作出討
論，亦有議員認為現時港台已經有自己的電
視頻道，且覆蓋率並不低於免費電視台，繼
續霸佔免費電視台的黃金時段，既不公道亦
不合時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警務處
處長鄧炳強日前再次去信廣播處長梁家
榮投訴，批評《頭條新聞》環節「驚方
訊息」中，內容並非建基於事實，同時
帶有誤導性，引致公眾對警隊失去信
心，因此警方有責任澄清並讓公眾理解

事實。他同時亦已去信通訊事務管理局
作出投訴。
鄧炳強在信中指出，《頭條新聞》的

「驚方訊息」環節，令觀眾對警隊產生
錯誤看法、誤解警隊。若大眾因此對警
隊失去信心，不法之徒便有機可乘，香

港的治安便難以維持，這絕對涉及重大
的公眾利益。

批從無譴責縱火等暴行
對港台辯稱《頭條新聞》以「嬉笑

怒罵」形式反映社會現象，鄧炳強認
為，「嬉笑怒罵」是表達的手法，節
目內容必須建基於事實，而非誤導觀
眾。
去年6月反修例示威活動開始，《頭條

新聞》從來沒有譴責或批評過有暴徒破
壞商舖、四處堵路、縱火、嚴重傷人等
暴行，亦從來沒有譴責或批評過支持暴
徒的人。
「社會上有很多人對暴徒的暴行非常

反感，亦有很多聲音支持警隊執法止
暴，但《頭條新聞》節目卻從來沒有提
過這方面的看法。」他說。
鄧炳強以 2月 14日的一集《頭條新

聞》「驚方訊息」環節為例，主持人以
「嬉笑怒罵」形式指警察不再巡邏，又
囤積抗疫物資。但事實上，警察並沒有

取消巡邏，更沒有囤積抗疫物資，警隊
只是按工作需要向政府物流服務署申領
防疫保護裝備，並嚴謹跟從內部指引分
發予前線人員使用。
他又引用 2月 28日另一集「驚方訊

息」，並批評主持人繼續以「嬉笑怒
罵」方式描述11宗發生於去年6月中至
本年1月底被列為沒有可疑的有人死亡案
件。惟該11宗案件，全部都是警方按照
所需程序完成調查後才界定為沒有可
疑。
鄧炳強指出，主持人的「嬉笑怒罵」

演繹，只會令一般人認為警察調查不認
真、工作不專業。由於這類案件時有發
生，並質問「驚方訊息」為何只選擇由
去年6月中至最近發生的這類案件作「嬉
笑怒罵」的描述。
他重申，對善意及有建設性的批評，

警務處非常樂意接受，但對一些並非建
基於事實又或是誤導性的報道或言論，
由於會引致公眾對警隊失去信心，警務
處有責任澄清，讓公眾理解事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前日
在西貢區區議會上，區議員柯耀林拿
網傳「便衣警綁架男子」造謠的短片
故意抹黑警隊，被外籍總警司顏鐵誠
教訓無證無據亂指控，是「製造醜
聞」，其言論遠低於區議員應有的水
平，應自感慚愧。昨日警方公開事實
真相指，2月19日暴徒禍亂將軍澳，便
衣警乘車圍捕暴徒，並拘捕一名企圖
逃跑的男子，而別有用心的人發佈假
消息抹黑警隊，有關「被失蹤」及
「被自殺」的指控更是無稽之談，市
民切勿輕信謠言。
警方指出，別有用心的人於網上發佈
影片（顯示日期為2月19日22時45分），
污衊便衣警員在將軍澳體育館外下車「綁
架」一名男子，又借題發揮捏造「手足」
突然「被失蹤」及「被自殺」之指控。
然而事實是，2月19日數十名暴徒在將軍
澳寶康路與唐明街交界非法集結、堵路，

癱瘓附近交通，警方前往現場進行驅散
及拘捕行動。
其間，將軍澳分區特遣隊人員乘坐

私家車到達現場時，約30名暴徒正在
逃走，人員立即下車追截，並成功截
停一名 24歲本地男子，以「非法集

結」將其拘捕。該男子現正保釋候
查，須於3月下旬向警方報到。警方重
申，便裝警務人員執行職務時，會採
取適當行動控制涉案疑人，而作出拘
捕時會清楚表明身份，並在情況許可
下盡快展示委任證。
前日，多名西貢區議員在區議會上

向警方「大興問罪」，其中柯耀林引
用上述「綁架」片質詢警方，又聲稱
很多年輕人「被失蹤」及「被自殺」
云云。
出席會議的將軍澳區外籍指揮官顏鐵

誠指出，警方是執法機構，並非犯罪分
子，斥責柯耀林在毫無證據下指控警方
綁架一名香港市民，是在製造醜聞，而
且在區議會說出這樣的言論完全不恰當，
也遠低於區議員應有的水平，他批評柯
耀林應該為自己的言論感到慚愧，又指
柯耀林能夠提供真憑實據，應挺身而出
向警方提供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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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炳強再去信廣播處長，批評指港台《頭條新聞》的「驚方訊息」環節抹黑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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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哥再投訴港台 批《頭條》誤導公眾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梁振英揶揄泛暴議員的指控是「太監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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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局昨日公佈通訊局昨日公佈，，撤銷向本地免費電視台必撤銷向本地免費電視台必
須播放港台節目的指示須播放港台節目的指示，，免費電視台日後可自免費電視台日後可自
行終止在其頻道播放港台節目行終止在其頻道播放港台節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