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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
會發起遊行，要求警方加強打擊示威
者遊行時肆意衝出馬路、非法佔據主
要幹道的行為。的士司機分會主任杜
燊棠指，近年警方在處理示威活動時
，採取大規模封路及改道措施，降低
市民對的士服務的需求，令司機收入
大減，他要警方公平執法，保障所有
駕駛者及乘客安全，避免類似事件會
再發生。

被困逾句鐘 損失數百元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分會

10多名成員及4輛慢駛的士，昨日下午
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灣仔警察總部
，抗議警方對示威者遊行執法不力，
要求嚴懲橫蠻示威者。杜燊棠指，今

年元旦日 「倒梁」遊行，收到約30個
投訴，指多名司機在當晚做生意的黃
金時間，被困中環個多小時，損失最
少幾百元，由於不少司機是自僱人士
，沒有任何勞工保障。

「有示威者衝出馬路堵塞交通，
蓄意破壞社會秩序，導致交通癱瘓，
但警方事發時無立即嚴厲執法，忽略
的士業界的權利。」杜燊棠指，部分
司機更擔心示威者情緒激動，會破壞
的士，他要求警方正視問題及加強執
法。

司機楊先生表示，元旦日當天一
輛的士接載兩名內地乘客，由中環上
山頂，原本15分鐘的路程，途經紅棉
路時卻受困1個多小時， 「示威者不理
性，罔顧安全，無論乘客或司機均非
常擔心受襲，情緒一直受困擾，更需
要休息2天才回復心情。」他呼籲，示
威人士要理性表達訴求。

【本報訊】警務處計劃在2015年將將軍澳分區警
署升格為警區警署。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在立法會
表示，為回應區內居民及團體對治安的關注，當局
正積極研究重新規劃及分配東九龍警察總區的警力
及配套設施，以更有效利用地區的警政資源。

工聯會西貢區區議員吳雪山以及觀塘區區議員
簡兆祺，昨趁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開會，到立法
會請願，要求盡快將將軍澳分區升格為警區。

工聯會引述警方資料表示，2006年全港警察與人
口整體比率則為1比250，但將軍澳分區的比率卻為1
比1683，顯示區內警力嚴重不足，設獨立警區迫在眉

睫。

6年後區內人口達47萬
將軍澳區的治安，一直由隸屬東九龍警察總區

觀塘警區的將軍澳分區負責。黎棟國昨日出席立法
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時表示，在過去20年，將軍澳人
口由10萬人增至41萬人，預計6年後將達到47萬人。

黎棟國表示，因應將軍澳的人口增長及社區發
展，回應區內居民及團體對治安的關注，當局正積
極研究重新規劃及分配東九龍警察總區的警力及配
套設施，包括在2015年，把將軍澳分區升格為警區，

重組九龍東各警區的分界，更有效利用地區的警政
資源。

擬開設總警司常額職位
將軍澳升格為警區後，將開設一個總警司常額

職位，出任將軍澳警區指揮官，並於今年年中諮詢
保安事務委員會有關開設職位的詳情。黎棟國透露
，除派駐在將軍澳的本區資源外，東九龍總區的人
手編制共有超過3800人，警方會在有需要時在內部調
配，應付行動需要，因此警方在將軍澳的執法能力
不會受到影響。

元旦日遊行，有反對派中人因違反某些條例被
警方檢控。這當中有些情況令宇文劍不解，很想反
對派有人解答一下。

在遊行前的周日一個論壇上，台下有年輕講者
指反對派一激進人士的不是時，後者忽然大罵： 「
你等收律師信！」宇文劍很想這位年輕人這樣駁斥
他： 「你為何如此緊張？我就等你的律師信！」由

於論壇中每位講者的發言時間有限，可能咪不在年
輕人手裡，他因而無從駁斥。只有被人點中死穴，
自己有涉嫌違法者時，才會如此緊張。如果是清白
過白開水，他大可以說： 「你即管來查！」

遊行是公民權利的一種，但必須守法，不可對
其他公眾人士造成滋擾。遊行前警方已多次重申不
可衝、不可阻塞交通，遊行當日又一而再警告反對
派的這些人，結果他們還是以自己的一套大晒，不
理警方、漠視公眾利益，衝完又衝，遭檢控自是活
該。本來，不依法遊行是他們的家常便飯，其他許
多人儘管討厭之極，也並不感到奇怪。但他們一個

平時嘈生晒的黃某大阿哥，此際在其手足被檢控時
，卻並不是第一時間跳出來護短，就令人疑惑了。
用他們的「建制派分裂」的語言，可照樣駁斥他們：
「你大佬不馬上出來保護你，可見你們黨分裂了。」

另外，反對派說 「和平理性」遊行、 「社會聲
音是多元的」，既是 「聲音是多元的，那麼撐政府
者出來遊行，為何又被罵 『分化社會』？難道你們
遊行就是擁有公民權利，人家遊行就是 『分化社會
』？」真是豈有此理！

今次遊行，是一堂公民教育課。捧反對派的家
長，請看看早說過 「和平理性遊行」，如今又
來衝者，你可大條道理教導子女 「看呀，你還
要去參加這樣的搗亂遊行嗎？」 「為下一
代設想」的你，見到反對派的真面目後
，又會如何設想呢？

表達訴求必須守法

宇文劍

黎棟國稱回應人口增長及社區發展
東九警力研重組 配合將軍澳升格

司機促打擊堵路惡行

多名戴上V煞面具的示威者在元旦日晚上未能前
往禮賓府正門請願，結果在皇后大道中走出馬路坐
下來，嚴重阻塞交通。其中一名被捕的示威者昨日
在記者會上辯稱，他們的集會示威是要公民抗命。
但對於當晚，他和其他示威者坐在馬路中央，是否
要為阻塞交通負責，他就不願意評論。而涉嫌參與
非法集會被捕的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就聲稱，
他們根本沒有在中環鬧市參與任何示威活動，反指
責是警方限制了他們的行動自由。人民力量的陳偉
業更是將阻路的責任推卸給警方，又批評警方當日
處理遊行的手法不合理，他們計劃星期日遊行去警
察總部抗議。

陳偉業推卸責任 反咬警方
曾偉雄表示，元旦日遊行有示威者堵塞馬路，

四處流竄的畫面，市民都可以看到，他強調警方的
工作並非要討好任何一方，而是要維持公共秩序及
確保公共安全，因此警方要採取合適措施處理當時
的情況。對於有被捕人士指責警方的封路安排不恰
當，曾偉雄說，希望他們向調查人員提出，警方會
公正調查，歡迎示威者作出投訴。另外，對於陳偉
業稱被捕前警方無解釋原因，曾偉雄指出，警方的
拘捕是基於合理懷疑，相信警員有做到這一點。

而警方亦計劃就大型公眾活動，包括遊行集會

的相關封路和交通改道安排，諮詢區議會意見。在
昨日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質疑
，警方以諮詢區議會為藉口，用以更改遊行路線。
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回應稱，警方只會諮詢封路與
交通改道項目，發不反對通知書及遊行路線的最終
決定是警務處處長。他說，區議會是地區服務的諮
詢平台，警方欲多聽取地區意見，可讓警方在決定
相關封路安排以及設計遊行路線時，有更全面考慮
。他強調，警方不會就個別活動是否發出不反對通
知書，而諮詢區議會意見。身兼東區區議員的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則支持建議，他認為，諮詢可

協助警方檢討遊行安排，讓居民表達意見。
翟紹唐出席港台節目時指出，警方與示威者關

係有時是惡性循環，例如有示威者刻意要搞事，警
方亦會加強行動，只會令雙方關係越來越差，監警
會多次勸喻雙方都退一步，事先多溝通。被問到監
警會的報告用詞是否過於溫和，翟紹唐說，譴責或
要 「人頭落地」都不是監警會的責任，他們的責任
是觀察調查過程有否問題和如何避免。

對於監警會是否需要增加獨立調查權，翟紹唐
說，需要考慮現時架構是否足夠，和由什麼人士進
行調查等問題。

民陣和人民力量等多個反對派團體元
旦日發起 「倒梁遊行」 ，有過百示威者夜
晚佔據中環多條馬路，令交通癱瘓近五小
時，警方最後拘捕九名示威者。昨日有被
捕的示威者竟將當日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
辯稱是公民抗命，拒為阻塞交通負責。警
務處處長曾偉雄強調，警方的工作並非要
討好任何一方，而是要維持公共秩序及確
保公共安全。監警會主席翟紹唐則指出，
留意到近年部分公眾集會的人數和次數增
加，部分示威者表達意見的方式較以往激
進，以致與警方出現對抗場面，認為情況
不健康，希望雙方事先能多點了解。

本報記者 戴正言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對於元旦日
有遊行人士不守秩序而造成混亂，有立法會議
員指出，反對派的激進分子日益肆無忌憚，霸
佔馬路和衝擊警方的情況有嚴重的趨勢，又把
設街站籌款等不合理的事合理化，警方必須加
強執法。有全國政協委員則指出，示威者濫用
自由，警方執法是無可厚非，公眾必須旗幟鮮
明地支持警方執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表示，示威遊行
是香港人的自由，但示威者必須守法和守秩序
，而現時一些激進分子，特別是反對派社民連
，經常不遵守警方的不反對通知書的內容，結
果造成霸佔馬路的情況和警民衝突， 「這個情
況有惡化和嚴重的趨勢，可能是以往警方執法
畏首畏尾，最後令示威者越趨偏激，肆無忌憚
。」他強調，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後，若發
現示威者偏離原先的路線，便應立即作出警告
，若對方不聽勸告，便要即時採取行動。

對於示威者一再衝出馬路，陳鑑林指出，
示威者另一違規行為是設街站籌款，是不合理
的行為， 「籌款是有規定的，只是過去警方沒
有執法，遊行人士便把不合理變成合理，如果
你現時執法，他們便說成是打壓自由。」他認
為，警方過往一直容忍，未來有需要加強執
法。

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表示，香港是法治社
會，絕不能有任何事情凌駕於法律， 「你說你
有衝紅燈的自由，但別人擁有人身安全的自由
呢？」他指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示威者
在中環多個金融區域霸佔馬路，癱瘓交通，妨
礙其他人使用道路的自由，破壞香港社會秩序
，因此警方必須嚴厲執法以回復原有秩序。

他又指出，發生衝突的責任，百分之一百
在激進示威者身上，他們違反遊行路線的協定
，警方執法是無可厚非，絕對應該得到市民的
支持和擁護， 「阻塞交通是不正義的行為，而
警方則是正義，沒有示威者不守交通秩序，警
方又何須執法呢？」他強調，示威者亦削弱了
警方除暴安良的警力，因此公眾必須旗幟鮮明
地支持警方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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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團體元旦日遊行
，有過百示威者佔據中環
多條馬路，令交通癱瘓近
五小時，對市民造成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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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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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熊（左）和陳鑑林齊譴責示威者破壞
社會秩序 資料圖片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昨慢駛遊
行，抗議警方對示威者霸路執法不
力，要求嚴懲橫蠻示威者

▲將軍澳警署將於2015年升格為警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