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針對有攬炒派

中人利用網上平

台企圖英雄化兇

徒行徑和繼續煽

動仇恨，警察評議會職方協會昨日發表聲明，嚴厲

警告所有曾經在網上肆意挑撥仇恨及鼓動他人參與

違法活動的人，並強調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參與和支

持違法行為，警方都會嚴肅調查和追究，並呼籲警

員以至普羅市民提高警覺，不要讓本土恐怖主義在

港植根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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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評議會（職方）在昨日發表的聲明中強烈譴責7月1日晚
發生的暴力行為。聲明指出，誠如保安局局長所言，這宗

事件屬「孤狼式」本土恐怖襲擊，兇徒有預謀犯案，初步調查亦
顯示兇徒可能受到分化或激化繼而行兇。事發後，有人在網上故
意美化施襲者及其暴力行為，甚至有人支持及鼓動其他人參與類
似違法行為，情況令人髮指及擔憂。

嚴厲警告煽仇鼓吹違法網民
該會強烈譴責有關嚴重危害他人生命的暴力及破壞社會安寧行
為，並嚴厲警告所有曾經在網上肆意挑撥仇恨及鼓動他人參與違
法活動的人，「是你們將施襲者推向歧途深淵，你們的手同樣沾
滿鮮血，你們要為被煽動者所犯的罪行負上責任，你們的行為被
社會大眾指責和唾罵之餘，警方亦會繼續鍥而不捨將違法煽暴者
繩之以法。」
該會強調，在網上發表言論受法律規管，有網民以為網絡上的
加密工具或防追蹤機制是他們發表不負責言論或參與違法行為的
擋箭牌，此乃嚴重的謬誤。「天網恢恢，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參與
和支持違法行為，警方都會嚴肅調查和追究，過去有不少違法網
民因此負上刑責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該會在聲明中提醒，近日警方接獲有人投擲易燃物品及管有仿
製槍械和攻擊性武器的案件，顯示有人在特別日子前後蠢蠢欲
動，不排除意圖令過去的連串暴力和破壞事件死灰復燃，各執勤
人員及市民務必提高警惕，並呼籲市民提高警覺，如發現任何可
疑活動應立即舉報，不要讓本土恐怖主義在港植根抬頭。
警司協會、香港警務督察協會、海外督察協會、警察隊員佐級
協會昨日發出聯署公開信，強烈譴責刺警恐襲案和網上美化兇
手，肆意挑撥仇恨及鼓動他人參與違法活動者。

四會聯合聲明 譴責「英雄化」言論
香港政府華員會懲教署職員分會組別聯席會議、懲教事務職員協
會、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及香港懲教署懲教助理總會昨日發表聯合聲
明，嚴厲譴責相關行為，並提醒青少年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線。
該四個協會及工會在昨日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指出，在一名兇徒
以「孤狼式恐怖襲擊」企圖謀殺警察及後自殘導致身亡後，有人
利用網上平台企圖「英雄化」兇徒行徑和煽動仇恨。這些言論變
相鼓勵更多人仿效兇殘違法行為，四會對此予以嚴厲譴責，並對
受傷警員及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祝願受傷警員早日康復。
四會強調，為共同防範本土恐怖主義滋生，懲教人員必須直斥
其非，除了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外，更希望市民保持理智，切勿對
事件有錯誤演繹，及協助提醒身邊青少年分清是非，與反中亂港
分子劃清界線。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
港總會會長姚志勝：
兇徒暴行罔顧法紀，危害社會安寧，促

警方嚴正徹查事件，社會共同防範危害國
家安全和社會秩序的暴行死灰復燃。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支持特區政府、警隊和司法機構果斷執

法，嚴懲涉案有關人士，杜絕一切暴力和
恐怖主義行徑，維護香港的安全繁榮。
新界社團聯會：

對本地恐怖分子蓄意的刺殺行徑予以最
嚴厲譴責，並強烈反對任何傷人和破壞法
治的行為。促請執法部門盡快嚴查事件，
並呼籲市民要提高警覺，舉報罪案，又祝
願受傷的警員能早日康復，繼續為香港和
市民服務。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
呼籲廣大市民保持理智，面對暴力和挑撥

行為予以譴責和阻止，同時多關心身邊親友
的情緒和處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各界嚴斥暴力 挺警果斷執法

●警察評議會職方協會發出聯署公開信。 ●懲教署四個協會/工會發出聯署公開信。

●警察評議會（職方）在昨日發表的聲明中強烈譴責7月1日晚發生的暴力行為。圖為警
員重防護裝備駐守銅鑼灣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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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評職方：網上煽仇須負上責任
籲警員市民提高警覺 勿讓本土恐怖主義植根抬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個政黨昨
日發表聲明，嚴厲譴責所有暴力行為，並批評
有「幕後推手」仍在美化這種暴力行徑，要求
警方盡快徹查事件，並追查幕後黑手，呼籲市
民警惕、抵制「港獨」恐怖分子暴亂復發。有
立法會議員建議，昨日有不少攬炒派中人發放
失實訊息，繼續挑動仇恨，特區政府應盡快就
禁止虛假資訊流傳立法。

民建聯：踐踏法治挑釁警隊
民建聯對前日的事件感到震驚和憤怒，並強

烈譴責兇徒暴行，批評此舉是嚴重踐踏香港法
治，亦是對香港警隊的惡意挑釁，任何文明社
會都絕對不能容忍，要求警方盡快徹查事件。
民建聯會堅定支持特區政府與香港警隊繼續

嚴正執法，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社會治安，保
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其後在fb發帖，表

示留意到在案發後，網上瘋傳不少圖文並茂的煽
動性文宣，以「義士」「烈士」形容冷血的兇
徒，挑動仇恨，情況令人憂慮。是次事件凸顯儘
管國安法於本地實施已逾一年，暴亂暫且有所收
斂，但黑暴分子亂港之心不死，一直在等待適當
時機搞事，而散播謠言、虛假及煽動仇恨訊息是
主要的手段。「暴徒不除，香港永無寧日。」
民建聯元朗區議員黃煒鈴表示，「行兇者當
然要受到全城譴責，但我最憎恨的是那些鼓吹
暴力，自己不動手卻煽動他人出手的醜惡之
人。警方務必要調查清楚背後是否有金主指使
之人，將他們繩之以法！」

工聯會：向受傷警員致以慰問
工聯會昨日強調，香港安寧來之不易，危害

香港的暴力，無論是「孤狼式」襲擊，抑或是
其他類型的暴力，都應予以譴責和制止，但有
「幕後推手」仍在美化這種暴力行徑，警方應
盡快徹查事件，追查幕後黑手，並向受傷警員
致以慰問。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在會見傳媒時表

示，在是次事件發生後，有不少「有心人」顛倒黑白是非，
散播不實訊息、製造仇恨，「我們要求盡快設立假資訊的專
項法例，從源頭堵截，外國已有不少例子可以參考。」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極端洗腦思潮，撕裂社

會製造仇恨，害人不淺，始作俑者罪孽深重，警方必須調
查幕後是否有人策劃血案或鼓吹自殺式襲擊。

新民黨：暴力無助解決問題
新民黨強烈譴責事件，並估計兇徒屬有計劃有預謀。香

港近年充斥仇中仇警情緒，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仍有市民
心懷怨憤，惟暴力怨懟絕非出路，無助解決任何問題。今
後對這種「孤狼式」襲擊行為，香港必須提高警覺，以保
障治安及秩序。

經民聯：不容任何罔顧法紀行為
經民聯強烈譴責一切危害社會安寧以及對他人生命構成

威脅的行為。香港社會絕不容忍任何罔顧法紀的暴力行
為，促請特區政府嚴正徹查事件，要求警方盡快查明有無
其他人及組織涉及有關犯罪行為，以捍衛香港法治，維護
社會穩定安寧，並向受傷警員及其家人致以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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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當晚銅鑼灣發生針對警員的孤狼
式本土恐怖襲擊，受襲警員情況嚴重。
香港警隊為維護「一國兩制」、維護法
治穩定，展現無畏無懼、忠誠勇毅的精
神，是香港的驕傲，值得港人敬佩；有
人顛倒是非，刻意美化施襲兇徒，挑撥
仇恨、煽動暴力，令人髮指，必須受到
最嚴厲譴責。全社會堅定支持警方嚴正
執法，打擊煽動暴力犯罪；特區政府應
更積極推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等相關立
法，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和執行機
制，全面遏止危害國家安全、損害港人
人身安全的罪行。

兇徒殘忍地用刀襲擊警員，更畏罪自
殺，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形容事件屬孤狼式
本土恐怖襲擊。警方在兇徒家中找到兩封
遺書，涉及修例風波期間流傳的種種對警
方的無端指控和謠言，以及多份《蘋果日
報》，兇徒明顯長期受到個別媒體、網上
言論散播的謠言謊言誤導，才做出極端暴
力行為。用鄧炳強的話形容，「這些背後
的推手、這些人亦是滿手鮮血。」

從修例風波至今，警隊因為盡忠職守
捍衛法治、止暴制亂，成為暴徒針對的
目標，但正是在警隊的努力下，成功抵
制港版「顏色革命」，避免「一國兩
制」走樣變形；警隊嚴格執行香港國安
法等相關法律，本港逐漸由亂及治、重
回正軌。警隊以鮮血、汗水維護了香港
的法治穩定，全港市民都由衷感激警隊
的付出，堅定支持警方的執法行動、打

擊本土恐怖襲擊。
偏偏有少數人顛倒黑白，不譴責暴

力，反而將兇徒英雄化，完全荒謬絕
倫，是明目張膽支持暴力罪行，這些人
才是仇警暴力的罪魁禍首，理應被千夫
所指。有人更在網絡散播仇恨言論，鼓
吹暴力，為恐襲罪行火上澆油。根據本
港法例，在互聯網上發布涉及虛假或煽
動他人犯罪的信息可能觸犯《刑事罪行
條例》（第200章）第161條的有犯罪或
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一經循公訴程
序定罪，可處監禁五年。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第89條，任何人協助、教唆、慫使
或促致另一人犯任何罪行，即屬就同一
罪行有罪。根據普通法，煽動他人干犯
任何實質罪行已屬犯法。也就是說，如
果你煽動別人殺警，若那人真的採取行
動，你就是謀殺警察的同謀。

出現孤狼式本土恐怖襲擊，以及有人
美化恐怖襲擊的罪行，證明本港依法維
護國家安全、保障法治穩定，面臨的挑
戰不可低估。一方面，警方要加大執法
力度，採取更有效的措施維護社會安
寧；另一方面，特區政府要迅速完善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和執法機制，盡快推
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要求網絡平
台也採取外國更嚴格的規管，刪除散播
仇恨和煽動犯罪的信息，依法懲處信息
散播者，增強法治觀念，根除產生恐襲
罪行的土壤。

為警方忠勇執法點讚 不容美化恐襲罪行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以史為鑑、開
創未來，必須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斷為美好生
活而奮鬥。連日來，香港中聯辦、特區政府官
員和愛國愛港人士開展了「溫暖關愛進社區」
活動，探訪基層家庭，為有需要的市民送暖添
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正是中國共產黨的
根本宗旨、優良傳統和致勝法寶，中國共產黨
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香港
和國家同步邁進新時代，香港從政者更應以人
民至上、為民謀福為宗旨，全力以赴、堅持不
懈為香港市民辦實事謀福祉，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與全國人民砥礪前行，共譜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輝煌篇章。

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興，始終同人民在一
起，為人民利益而奮鬥，是中國共產黨立黨興黨
強黨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黨的百年歷史，就
是一部踐行黨的初心使命的歷史，就是一部黨與
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正如習近
平總書記在「七一勳章」頒授儀式上發表重要講話
時強調：「踐行宗旨，就是對人民飽含深情，心
中裝着人民，工作為了人民，想群眾之所想，急
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難，密切聯繫群眾，堅
定依靠群眾，一心一意為百姓造福，以為民造福
的實際行動詮釋了共產黨人『我將無我、不負人
民』的崇高情懷。」

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的締造者、捍衛
者、發展者，「一國兩制」構想提出的重要目的
就是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也是中國共產黨領
導全國人民實現國家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始終把香港市民的福祉放

在心上，不論是「三趟快車」、「東江水供
港」，還是香港回歸後出台一系列惠港政策，包
括「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等，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心繫香港同胞、為港
人謀福祉的一貫立場；中央出台香港國安法、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更
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港人
安居樂業的最堅強後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緊
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的根本宗旨，站穩人民立場，貫徹黨的群眾路
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
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維護社會公平正
義，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人民群眾
急難愁盼問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
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香港迎來由亂及治、由治向興的新轉機，廣大
市民對提升生活質量的期望和要求也越來越高，
中聯辦和愛國愛港政黨向市民送暖，正是以迅速
行動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精
神，堅守「一國兩制」初心，堅持為民宗旨，積極
推動香港解決市民的關心事、困難事。

有中央的堅強領導和特區政府的依法施政，
有廣大香港市民的共同努力，拿出更加精準有
效的施政措施，逐步破解就業、收入、土地、
房屋、醫療等重大民生問題；推動香港更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十四五」規劃、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
遇，進一步拓展香港發展的空間，讓市民分享
更多的發展紅利，更堅定港人在中國共產黨領
導下實現共同富裕、民族復興的信心和決心。

為民辦實事謀福祉 共譜復興輝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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