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中通社昨日報道，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表示，現在香港止暴制亂初

見成效，市面相對穩定，他相信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為穩定香港社會發揮正面積極作用，但警隊仍

要保持高度警覺，「還是有些人不停找機會破壞社會安寧，甚至不斷找機會危害國家安全，所以

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他認為，避免暴力再度蔓延，以及應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仍是警隊

的一大挑戰。

一哥：止暴初見效 續保持警覺
指國安法起穩定社會作用 應對暴力仍是警隊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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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19日出任警隊「一哥」
的鄧炳強，一年來帶領警隊面

對黑暴「港獨」無畏無懼、勇往直
前。他近日接受中新中通兩社訪問時
表示，過往警方在處理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時，因法律上存在漏洞，一直
是執法工作的挑戰，香港國安法的生
效及時填補了法律漏洞，讓警隊在處
理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時有法可依。
在香港國安法生效100天之後，飽

受黑暴困擾的香港已漸復平靜。鄧炳
強認為，香港國安法極具威懾力且效
果明顯，「社會上開始少了大量鼓
吹 『港獨』的聲音，以前煽『獨』
煽暴的人紛紛轉軚，或公開宣稱『割
席』。」他認為，社會恢復平穩，除
了和警方嚴正執法以及違法者陸續被
判刑有關，也因為很多市民看到暴力
的真相，開始厭棄暴力。

讚港警專業團結世界一流
在鄧炳強眼中，警隊過去一年的表

現專業和團結，不管是面對這麼大型
暴亂，還是家人受到攻擊、騷擾，團

隊都能克盡己任、盡忠職守。「我很
肯定我們的警察隊伍是世界一流，能
夠和他們工作我感到光榮。」鄧炳強
讚揚警隊有鋼鐵般的意志，每一位警
員緊守崗位與奉獻自己，換來了香港
社會的平靜。他說：「看到社會恢復
穩定，我感到十分欣慰，過去一年警
隊的努力沒有白費。」
回首警隊在過去一年多的挑戰和壓

力，鄧炳強說，警隊不僅面對暴徒的
攻擊，有600多位同袍受傷，還要面
對被起底和抹黑警隊的謠言，例如
「8．31地鐵站打死人」和「新屋嶺
性侵」等不實指控，「這些抹黑謊
言，讓我們在處理暴亂情況的時候，
還要讓市民明白這些其實是謊言，對
於我們來說是很大的挑戰。 」他認
為，這些抹黑都企圖影響警方的執法
效率，警隊首要之務是及時作出澄
清，增加公眾透明度。

嘆大學生誤解國家生敵視
在修例風波中，香港的一些年輕人

成為城市的破壞者。鄧炳強憶及，看

到母校中文大學的學生會在迎新詞中
以「暴大人」自詡，他感到十分傷
心，認為部分香港年輕人對國家的敵
視源於不了解或者誤會，「我覺得很
多時候出現這種情況，是基於一些誤
解，誤解可能是基於不理解或者不認
識，或者誤會。所以其實我很期望，
無論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師弟、師
妹，還是其他香港的大學生，甚至年
輕人，其實應該多點了解我們國家，
不要只是從第三者的報道去理解我們
的國家，你一定要自己親身去看、親
身去感受，你就會明白和理解很多
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以往於
審理修例風波相關黑暴案時，多次批評
警員證人誇大供詞、不可信，並裁定案
中被告襲警或阻差辦公等罪名不成立的
裁判官林子勤，被外界批評是「黃法
官」，昨日有報道引述消息指，林子勤
將於下月2日起，平調往淫褻物品審裁
處工作，主要負責為事物及物品評定類
別，以及裁定有關物品是否屬於淫褻或
不雅，短期內都不會再處理修例風波有
關的案件。
37歲的林子勤，2005年於英國諾定咸
大學取得法學士學位，2006年在香港大
學取得法學專業證書。2007年在香港獲
大律師資格，於同年開始私人執業，
2017年9月28日加入司法機構擔任裁判

官，先後駐東區及西九龍裁判法院。
林子勤處理的多宗修例風波案件引起

爭議，包括審理四名男子被控於元旦日
在山東街與通菜街襲擊一名便衣男警案
時，認為女警證人供詞與片段不符，被
告李俊賢根本沒有掙扎卻嚴重受傷，林
斥警員使用武力不合比例，存心推搪及
誇大證供；至於警員在辨認被告鍾兆濠
時，僅觀察了一兩秒，林官質疑認人質
素差，乃裁定二人均脫罪；同案另兩名
被告李炳希和利子恒則因曾承認協助在
場者避免拘捕，令施襲者成功逃走，屬
履行把風角色，乃裁定襲警罪成，各囚
3個月。
在審理「6．12」金鐘暴亂案時，林
子勤判決承認非法集結罪的被告入獄兩

周。律政司認為刑期過輕而申請覆核，
指林官沒有充分考慮現場其他人等的暴
力行為，及過分着重被告個人行為。不
過，林子勤拒絕控方的覆核申請，維持
原判，下令控方須支付是次的訟費。

曾稱鐳射筆是「常見文具」
一名年輕女文員涉在葵涌警署外用鐳

射筆照射警車上警員雙眼，林子勤在審
理此案時，亦以鐳射筆屬常見文具、加
上當時現場並無示威為由，裁定管有攻
擊性武器罪名不成立。
曾因旺暴案被判囚46個月的「女村

長」畢慧芬，被控於去年7月在醫院內
拳打保安及拒絕向警員出示身份證案，
林子勤於上月裁決時，指保安員表示沒

被打中，而
精神醫生診
斷被告智商
只 有 50 至
70，不跟從
他人指示，
記憶力比常
人低，林子
勤質疑被告
能否理解警
員要求她出示身份證，又認為對於智障
者而言並非唯一合理推論，有可能只是
「小朋友發脾氣」，故裁定被告兩罪均
脫罪。林子勤當時更寄語涉案者，處理
如被告的智障者事件時，應給予包容和
耐性，非用強硬態度。

被指屢放生暴徒 林子勤下月平調淫審處
香港文匯報

訊 台灣「法
務部長」蔡清
祥昨日表示，
士林地檢署已
經收到涉嫌在
台灣殺害女友
的陳同佳委任
律師的陳報
狀，並依法處
理，交給承辦
的檢察官。
「法務部」亦會應地檢署要求，請「陸委會」協助
處理，包括「司法互助」以及通緝犯的歸案事項
等。

陳同佳赴台歸案
台方：「陸委會」助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炳強每次接
受訪問，都會提及每一位警員的盡忠職守令他動
容。回想去年11月19日上任時，理工大學被黑暴
佔據，香港社會仍是一片混亂，鄧炳強上任翌日
即親赴理大前線視察，最終以「剛柔並濟」的策
略，以人性化方式化解危機。上任後，鄧炳強往
往親自上陣，做「貼地」「一哥」，繼上月中他
到深水埗警區跟巡邏車「接Call」執勤，昨日八
號颱風「浪卡」襲港期間，他又跟衝鋒車在港島
區巡邏及了解前線警員工作情況，展現他與前線

警員風雨同路的工作風格。
昨晨八號颱風懸掛期間，鄧炳強換上衝鋒隊制

服，登上港島衝鋒隊指揮車出「颱風更」，視察港
島區風勢較大的地區，包括柴灣杏花邨及赤柱大潭
道、紅山半島，以及南區和西區，同時與不同單位
的前線同袍進行交流，了解前線工作情况。
其實，去年鄧炳強上任後的首個聖誕節、除

夕、元旦、年初三等多個「大時大節」日子，都
親身到最前線向同袍打氣外，也不忘為警隊形象
出一分力，對要求合照留念的市民亦無任歡迎。

八號波跟衝鋒車 與前線並肩巡邏

■台灣當局稱已收到陳同佳委任
律師的陳報狀。圖為陳同佳去年
在港出獄。 資料圖片

■裁判官林子勤

■鄧炳強近日接受專訪。 中通社

■昨天「浪卡」襲港期間，鄧炳強（右二）跟衝鋒隊在港島區一帶巡邏，為前線執勤同袍打氣。

本港持續出現源頭不明的新冠疫情
感染個案，多位專家均要求政府實施範
圍更廣、力度更強的社區檢測。本港疫
情反反覆覆，加強檢測甚至採取強制檢
測具必要性和迫切性，而且有法律基
礎、科學基礎，隨本港公私營機構的
檢測能力有較大提升，政府不應再瞻前
顧後，而要坐言起行，馬上推行強制檢
測，務求盡快徹底控疫，為經濟民生恢
復正常創造必要條件。

本港確診個案的七天平均數，過去
一周仍然持續上升，並有多宗源頭不明
個案，反映社區仍存在隱性傳播鏈。港
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形容，
冬季疫情可能出現如「八號風球」、甚
至「九號風球」般嚴重的情況。何栢良
建議，政府應該更進取地提供檢測，包
括增加臨時檢測中心及檢測車的數目，
亦可於港鐵站設樣本樽派發點，方便市
民接受採樣。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亦認
為，應強制有輕微病徵的人做檢測，對
違反規定者可罰款及監禁。袁國勇指
出，現時全港每5個有上呼吸道感染的
病人，只有一個願意檢測，其餘都沒有
檢測，意味會有混在感冒患者中的新冠
感染者繼續在社區播毒，情況非常不理
想。

疫情初期本港的檢測數量嚴重偏
低，原因在於能力不足，即使想擴大檢
測量亦有心無力。但經過三波疫情考
驗，尤其是中央提供支援後，本港檢測
能力不足的瓶頸已大為改善。食衞局局

長陳肇始介紹，現時公營的檢測能力已
提升到每日超過7,000個，認可私營化
驗所更可在短時間內提供數以萬計的檢
測服務。因此，政府應該善用現有的檢
測能力，致力及早找出隱形感染者，以
利控制疫情。

由於本港檢測並非強制，每次都只
能把疫情惡化的勢頭壓下去，卻不能
徹底「斷尾」，稍一放鬆又死灰復
燃，結果是走不出疫情反覆的惡性循
環。以 7 月時推出的的士司機自願免
費檢測為例，全港3萬至5萬名活躍的
士司機，最終只有1.4萬人參與。事實
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早已賦
予衞生主任權力，可強制任何人士參
與病毒檢測，政府必須雷厲風行落實
強制檢測，更有效地發揮檢測截斷社
區傳播的效用。

擴大檢測範圍、推行強制檢測，是
當下本港抗疫的迫切需要，合法合情合
理，符合科學要求和廣大市民的利益。
政府不應躊躇不決，要馬上着手推動大
範圍的強制檢測。首先，將高風險群組
的檢測強制化和恒常化，例如對安老、
殘疾人士院舍和護養院員工、公共交通
工具司機、餐飲業前線員工、街市攤檔
從業員，以至屠房工人、貨櫃碼頭前線
員工等，都應安排定期強制檢測；其
次，對疫情高危的特定地區和行業展開
強制排查篩檢。只有政府堅決落實強制
檢測，市民無條件配合，本港才能早日
走出疫情惡性循環的怪圈。

落實強制檢測 莫再畏首畏尾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

周年慶祝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為國家進一步改
革開放指路引航。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
的活力之源、必由之路，深圳的崛起無疑是中國
持續改革開放的生動縮影，香港亦在國家改革開
放中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當今世界正經
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面臨美國和西方勢力
圍堵和逆全球化的風險和挑戰，必須走自主創新
的自力更生之路。香港只要進一步發揮金融資
本、國際聯繫的優勢，進一步推進港深互補共贏
的高水平合作，就能為進一步改革開放作出新貢
獻，同時成就香港擺脫困境再出發。

經過40年的砥礪奮鬥，深圳由一條小漁村華麗
轉身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全世界最具活力的
創新城市。2019年深圳的GDP達到2.69萬億元人
民幣（約3萬億港元），超越香港。創新更成為引
領深圳跨躍式發展的最主要動力，深圳集聚各類人
才600萬，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16年居內地首位。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形容，全球超過4000個經濟
特區，頭號成功典範莫過於「深圳奇跡」。深圳改
革開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
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能夠
走得通，更能走得快、走得好。

深圳與香港一河之隔，兩地發展息息相關，互
補互利。當初國家在深圳設立經濟特區，正是要
倚靠香港的特殊地位和先發優勢，利用香港的資
金、人才和技術作為發展助力。深圳改革開放能
夠取得巨大成功，香港功不可沒，香港至今仍是
深圳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在深圳和國家的改革開
放歷程中，香港既是貢獻者也是受惠者。

經歷40年發展，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需
要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啃硬骨頭、涉險灘；與此

同時，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由於自身發展
緩慢、內部矛盾日趨尖銳，走回狹隘的單邊主
義、保護主義舊路，把壓制中國發展視為維護國
家利益的手段，更在芯片等關鍵核心技術對中國
「卡脖子」，企圖打擊中國，甚至令中國一沉難
起。

國家發展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深圳和香港作
為中國最具發展優勢的城市，而且在改革開放中
擁有40年的成熟合作經驗，更應有大格局、大擔
當、大智慧，為國家突破困局進行新探索、提供
新思路、增添發展新動力。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至今仍是連接內地和國際
市場的重要橋樑。香港擁有健全的金融基建，與
國際接軌的法律體制，廣泛的國際營商網絡，沉
澱不少跨國投資者，這些優勢正是深圳發展創新
科技不可或缺的，港深聯手打造吸引全球資金、
人才和技術的新商業模式，有助迅速實現創新技
術商業化。同時，香港雄厚的基礎科研能力與深
圳高新技術產業體系緊密結合，可在較短時間內
達成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和產業化，並加快大灣
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步伐。

2018年5月，習主席回覆24位在港的中國科學
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函件時指出，促進香
港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發揮內地和香港各自的科技優勢，為
香港和內地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作出貢獻，是在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習主席的指
示高瞻遠矚，為深圳、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和香
港發展指明方向、堅定信心。在改革開放的新征
程中，港深緊密合作，加快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和
實力，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一定能
為國家發展和香港再出發注入不竭動力。

加強港深高水平合作 助力進一步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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