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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聯辦網訊，中聯辦

發言人昨日發表談話指出，日前12名港人非

法越境被內地執法部門查獲，犯罪事實清

楚，適用法律明確，案件正在依法辦理中，

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居然借此散布各種謠

言，並在網上策劃煽動國慶和中秋期間發起

非法遊行，甚至聲言要重啟黑暴行動。我們

嚴正警告，香港國安法利劍高懸，絕不容許

亂港者肆意妄為。我們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和

警方果斷執法，確保廣大市民度過一個歡樂

祥和的節日。

中聯辦：國安劍不容亂港妄為
批攬炒派借12逃犯煽暴 撐港警依法出手果斷執法

斥造謠者別有用心
中聯辦發言人表示，廣東海警日前在內地水域，查獲

了12名涉嫌非法越境的港人，依法對其採取刑事拘留
措施。經深入調查，已查明相關人員的犯罪事實，並正
依法呈請內地司法機關批准逮捕。違法者必須受到法律
的制裁，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然而，在香港卻有一些
人「無理攪三分」，別有用心地散布和炒作所謂「勾結
送中」等謠言，意圖掩蓋其搞亂香港的罪惡行徑，正是
他們蠱惑這些非法越境者以身試法、鋌而走險，最終走
上歧途、墮入法網，他們才是禍害香港的幕後黑手。

公然挑釁法治必懲
發言人指出，令人憤慨的是，有反中亂港勢力無視上

述案件事實真相和香港警方的反對，執意煽動在10月1
日發起非法遊行，甚至提出釋放12名犯罪嫌疑人的荒
唐要求，實在是言無法綱、行無底線。更為聳人聽聞的
是，極少數激進分子還在網上群組策劃所謂「月夕行
動」，策動發起暴力衝擊、攻擊警署，甚至慫恿非法購
買槍械、弓箭等殺傷性武器，對警員進行恐怖襲擊。這
些公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攻擊執法機構和警員的恐怖
行為，是對香港國安法和本地法律的公然挑釁。香港警
方已鄭重聲明，將依法出手，果斷執法，絕不容忍任何
違法行為滋擾成事，全力維護公眾安全和公共秩序。對
此，我們表示堅決支持。
發言人強調，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後，香港社會開啟了

由亂轉治的新階段。希望廣大市民看清一小撮人搞亂和攬
炒香港的險惡用心，共同維護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
由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編輯出版
的《哭泣的城市—香港修例
風波實錄》大型畫冊，近日在
加拿大溫哥華三聯書店上架銷
售，受到當地華人廣泛關注。
《哭泣的城市—香港修例
風波實錄》於3月底在香港、
澳門地區出版發行，畫冊忠實
地記錄了修例風波爆發以來的
事態發展，以全方位的畫面、
視角真實記錄修例風波的全
貌。畫冊出版後，連續三個月
位列香港暢銷書排行榜（中文
非文學類）前列，一時間洛陽
紙貴。

11月初在美發行
溫哥華三聯書店是加拿大最
大的中文綜合書店，於列治文
市及華埠均有設店，自1989年
成立以來致力於弘揚中華文
化，提供來自中國內地及香
港、台灣等地出版的優秀文化
讀物給生活在加拿大的廣大華
人讀者，並為有興趣學習中華
文化的各界人士、政府公立學
校，提供各類第二語言的優質
課本教材。
據香港聯合物流北美公司負
責人介紹，多倫多也將於10月
發行此畫冊，美國紐約和三藩
市也將於11月初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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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的城市——香港修例風波實
錄》中英文版畫冊在加拿大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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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哥警告：非法集結「與全港對着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警務處處長鄧

炳強昨日出席油尖旺區議會。他指出，香港國
安法的實施有震懾作用，令部分組織和人物高
調改變立場，不再認同暴力，甚至解散及離
港，這都反映國安法有助香港回復安穩。他提
到，留意網上有人鼓吹市民參與明日未經批准
集結，並煽動使用暴力，強調無論是組織還是
參與非法集結都屬違法，「與全香港人對着
幹」，警方必定果斷執法。
針對有人煽動市民參與明日的非法遊行，鄧

炳強指，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日前已駁
回民間人權陣線申辦「十一遊行」的上訴，若
任何人在明天參與或組織未經批准集結都會違
法，他並指，有人鼓吹在當日使用暴力，包括
使用汽油彈、攻擊警務人員及破壞部分地方
等，相關行為不但違法，亦是「與全香港人對
着幹」，希望市民切勿進行非法行為，否則警
方會嚴正執法。

國安法震懾黑暴穩社會
至於明日非法集結組織者聲稱的聲援「12逃

犯」事件的情況，鄧炳強指，該12名港人均為
通緝犯，並涉及嚴重罪行。他表示，已接獲部
分家屬報警，已轉介入境處跟進涉及被扣留人
士的福利等事項，警方亦正調查事件是否涉及
跨境罪案，包括是否有人協助潛逃等。他又
指，根據相互通報機制，若12人被正式逮捕，
警方會按機制再通知他們的家人。
鄧炳強重申，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已對黑暴起

了震懾作用，包括令部分組織和人物一反態
度，高調改變立場，不再認同暴力，甚至解散
及離港，清楚顯示在國安法實施及香港維護國
家安全委員會成立後，對使香港市民回復安穩
生活有積極作用。

不守法意識致罪案劇增
他指出，自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共拘捕逾20

人，涉嫌干犯分裂國家、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恐怖活動、發表煽動性文字
等，部分被捕人士涉嫌串謀詐騙、洗黑錢，當
中2人被檢控。
鄧炳強昨日在會上亦公布今年首7個月的罪案

數字，全港共錄得37,703宗罪案，較去年上半

年同期增加8,075宗，升幅達27.3%，當中涉及
修例事件相關的罪案，包括縱火、刑事毁壞、
妨礙公安罪行、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罪案，增加
了1,500多宗。其他主要上升的罪案涉及詐騙、
行劫、爆竊和盜竊等。至於行劫案，共錄得199
宗，較去年同期升幅逾兩倍，當中因行劫被捕
的青少年達79人，較去年同期升幅近4倍，鄧
炳強指，相信是受社會不守法意識影響，情況
令人擔憂。

修例至今拘捕逾萬人
鄧炳強指出，警方自去年6月處理修例風波至

今，拘捕逾萬人，約四成被捕者為學生，當中
55%為大專生，45%為中學生。至今約有2,227
人遭檢控，包括曾踢保人士。
他續說，在事件中，油尖旺區內有120組交通

燈遭破壞，當中三分之二曾遭多次破壞，其中
一組位於彌敦道及亞皆老街交界的交通燈被破
壞17次；而區內9個港鐵站，曾遭破壞60次，
亦有13次遭縱火，而油尖及旺角警區亦接獲至
少30宗暴徒對政見不同人士、用手機拍攝示威
場面的遊客、自發清理堵路障礙物的市民濫用
「私刑」。他認為，現時情況已較去年大有改
善，但治安料短期難回復至反修例前水平。
鄧炳強直指，修例風波中充斥假消息，上月

底及今月初仍有人罔顧疫情於油尖旺一帶聚
集，企圖以「831太子站死人」等虛假消息燃點
仇恨及為暴徒暴行找藉口，他呼籲年輕人切勿
被假新聞、假消息蒙蔽，做出違法行為，以免
抱憾終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黃書蘭）警方日前修改
《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定義，僅持有記協和攝影記協所
發出的會員證者，不再符合相關定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表示，警方修改傳媒代表定義的做法適當，因為混亂
情況下，警方需要清晰釐定傳媒身份及識別採訪工作，又
強調特區政府一直尊重新聞自由。
林鄭月娥指出，警方修改對傳媒代表的定義，並非打壓
和自行篩選記者，而是透過政府新聞處的新聞發布系統
（GNMIS）這一客觀、開放、一視同仁的既定平台釐定
傳媒身份。GNMIS亦有一套機制可以將傳媒納入系統，
不同媒體，包括海外和本地傳媒，如果符合資格，都可以
申請加入。
她希望各位傳媒朋友可以繼續緊守崗位、各司其職，為
市民帶來客觀持平的新聞報道。希望大家理解記者採訪時
有限制，在採訪現場十分混亂的情況下，警方有需要清晰
釐定傳媒身份及識別採訪工作，「邊啲係記者，邊啲進行
緊採訪」。

鄧炳強：警方希望協助記者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昨日在油尖旺區議會會議中重申，警
方非常尊重新聞自由，同意就算不是記者的市民都有權記
錄在社會發生的事，而警察在陽光底下做事不會懼怕記
者，警察的工作都歡迎拍攝，但前提是不可蓄意阻礙警方
執法、不可對警員構成危險、不可參與違法活動。
他並列舉多例指，有不少「假記者」在非法活動現場妨
礙警方工作，包括去年7月份，一名身穿反光背心、配有
相機者站在傳媒間的人涉嫌搶犯，其後被控妨礙警務人員

執行職務，將於11月審訊；去年9月，一名身穿反光背心者在記
者圍着警務人員拍攝期間，在錄影下揮拳襲警等。
鄧炳強強調，警方很希望協助任何記者，包括不在新聞處新

聞發布系統登記的記者採訪，但示威現場的確有很多穿記者背
心的人進行類似行為，故有關措施旨在確保行動效率及同事安
全，有必要在有需要的情況下，用圍封帶作封鎖線，方便警方
執行職務。

政界呼籲：青年勿被煽動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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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在區會會議上借不同事件企圖針對警方，炒作

仇警情緒，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昨日在油尖旺區區議會從

容拆解：

■攬炒派議員李傲然：去年中大及理大事件中，警方向「手
無寸鐵」的香港人射催淚彈，視香港人為「搜獵目標」。

■鄧炳強：去年中大及理大事件並非是警方攻入校
園，攻入校園、破壞校園的只係暴徒。暴徒打爛完
中大再打爛理大，下一個可能是港大、浸大、城
大，警方有責任圍捕暴徒。校園內所有破壞都均由
暴徒一手造成。警方使用催淚煙只因校園內有4,000
支汽油彈未掟……是警察用血汗保護市民，希望大
家唔好本末倒置。

■攬炒派議員涂謹申：有一名性格很溫和的長者對他
說要撞死十名警察，市民十分仇警，鄧炳強做錯事
要認。

■鄧炳強：做得唔啱就要承認及改善，但做得無唔啱，
俾人夾硬話唔啱，就有責任要澄清。警察只有很卑微
的願望，就是憑良心去執法，有人犯法就要執法，縱
然工作是不受歡迎，冇人鍾意做十五六個鐘，冇人鍾
意俾人打到頭破血流，冇人鍾意屋企家爺仔乸俾人起
底，就算結婚擺酒都俾人搞，但點解都要繼續去拉賊
呢？因為呢個係我哋警察嘅本分。

■攬炒派議員何富榮：警方早前就壹傳媒股價涉嫌被操控
拘捕15人，會有損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質疑為何是毒
品調查科負責，而非商業罪案調查科或證監會負責。

■鄧炳強：邊個犯法我就去拉，就算會影響金融都不可
以放過，而案件涉清洗黑錢及串謀詐騙，並非造市，
故由毒品調查科下財富調查組負責。

■油尖旺區議會早前曾通過終止更新及拆除旺角西洋菜
南街的「天眼」系統。

■鄧炳強：油尖旺區議會要強行拆除天眼系統，令投擲
鏹水兇徒再次有機可乘，是對唔住所有油尖旺區的街
坊同訪客。2008年至2009年西洋菜南街有數宗高空
投擲鏹水案，導致百多人受傷，「天眼」安裝至今再
無同類慘劇發生，系統有預防、阻嚇及協助偵查罪案
的重要作用，並有充足措施保障個人私隱。「林子健
被釘書機襲擊」的報假案事件正是好例子，若無「天
眼」，社會大眾就會繼續被謊言欺騙，真相被蒙蔽，
公義永遠無法得到彰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位政界人士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回應了中聯辦的聲明。
他們批評攬炒派罔顧事實不斷炒作事件，煽動市民參
與恐怖活動，他們呼籲市民尤其是年輕人認清事實，
在香港國安法下千萬不要被人煽動，以身試法，並相
信警方已有充分部署，將嚴正執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香港國安法是有牙老

虎，已經改善了香港的亂象，但死硬的攬炒派不死
心，一直搞事，用一個又一個謊言和抹黑，企圖將

「12逃犯」的事件炒作為另一個「831」事件等。他
呼籲市民不要參與這些非法集結，而香港經濟已經不
堪重負，希望攬炒派為市民福祉、為抗疫，不要再行
亂港之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12逃犯」是棄保
潛逃的嫌疑犯，不僅在香港犯法，也明顯犯了內地的
法律，這是毋庸置疑和不能抵賴的，理應先依照內地
法律處理完成後，再回港接受法律制裁，惟在這樣的
情況下，外國勢力和攬炒派唱雙簧，顛倒是非黑白，

抹黑內地、恐嚇香港人，煽動香港人進行所謂「勇武
抗爭」的恐怖活動，甚至煽動人買武器等，完全不理
疫情和市民的福祉，認為若疫情因此而再度爆發，攬
炒派對不起所有港人。
她直言，香港人已經經歷幾次這樣的被煽動，不
要再入攬炒派這樣的圈套，尤其現在已經實施香港
國安法，相信警方已有充分部署，會嚴正執法，呼
籲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人不要以身試法，成為恐怖
分子。

▲12名香港逃
犯在內地管轄
海域被廣東海
警捕獲。

資料圖片

▶12名非法越
境港人被扣留
在深圳市鹽田
區看守所。

資料圖片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箭嘴所示）出席油尖旺區
區議會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