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見參與 「佔中」 的激進反對派
團體，在近日的示威遊行日趨失控與
非理性， 「佔中」 的始作俑者戴耀廷
不得不將 「佔中」 改名為 「和平佔中
」 ，企圖蒙騙社會 「佔中」 不會引發
流血衝突。不過其言論閃縮、反覆，
在強調 「非暴力」 的同時卻未能就非
暴力下定義，現階段亦不知如何確保
運動在 「非暴力」 下進行。

本報記者 戴正言

戴耀廷拒為非暴力定義
對佔中或引發衝突閃爍其詞

警檢四百萬走私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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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萬明校長辭世
訃 告

前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理事會理事長，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

會創會副會長、原育群中學羅萬明校長，與癌病長期搏鬥，不幸於

2013年5月15日晨一時許在九龍浸會醫院辭世。仝寅等深表哀悼。

羅萬明校長終生獻身教育事業，對愛國教育工作作出特殊的貢獻

。他敬業樂業，以身作則，待人以誠，關愛社群，扶掖後輩，深得師

生校友敬重，典範長存。今遽聞溘逝，仝寅等深感痛惜。

羅萬明校長遺體奉移世界殯儀館，謹定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星期一）上午十時舉行公祭儀式，另擇吉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上午舉行火化禮。

謹此訃聞

羅萬明校長治喪委員會

【本報記者唐剛強深圳17日電】日前，深圳海關破獲
跨境水客團夥利用粵港邊界排污管道跨境偷運價值逾100萬
元的貨物走私案件。目前，涉案的一名內地水客頭目落網，
海關在現場還查獲20公斤涉嫌走私的銀飾品，2400多個電子
U盤。

深圳海關透露，此次查獲的走私隱秘管道靠近福田保稅
區的粵港邊界一帶。他們往往在凌晨時分，由守在香港邊界
的專人把走私貨物放到地下漂浮物上。隨後， 「水貨」經排
污管道將其從香港方向運送到深圳境內的排污道洞口，位於
深圳邊界的水客則趁着夜色打開排污井蓋，用自製的軟繩梯
進入排污管道內接運走私貨物後，再由電動自行車拉走。

戴耀廷昨日參加活動後，被問及是否認同
「真普聯」早前提出的方案，他並無直接回答

，只稱 「佔領中環」運動意在提供平台，為其
方案收集民意，再通過電子投票爭取民意授權
， 「然後決定邊啲方案可行」。對於早前不斷
揚言 「佔中」是終極行動，他昨日突然改口：
「我不講是否終極」，聲稱將借用 「制度外的

工具」， 「向政府施加政治壓力」。他更欲取
代特區政府在 「政改五部曲」中所扮演的角色
，表示希望中央政府知道其要求的普選方案未
必 「好激」，中央可能會接受。

隻字不提示威漸失控
當被問及普通市民是否獲准參與首個商討

日時，戴耀廷雖表示不應由少數人決定關乎全
港市民的問題，但卻堅持只允許由教協、學聯
與反對派政黨聯絡到的會員參與，又稱現時面
臨好多問題， 「尚未有主流意見」，且言辭閃
縮地辯稱不是 「邊個來先來後嘅問題」等等。
另外，他一方面主張運動應 「非暴力」，卻口

口聲聲指需要定義何謂 「非暴力」。
對於他早前表示，將取消立法會議員何俊

仁辭職引發變相 「公投」這一環節，但昨日卻
收回有關說法，立場搖擺不定，他更否認 「佔
領中環」是其運動的 「終極目標」，再次與其
早前的言論相悖。

當被問及聲稱參與的學聯與社民連成員近
日的示威行動逐漸失控，日趨暴力，如何確保
「佔領中環」運動 「和平」進行，戴耀廷推說

將透過對年輕人進行 「解說」，亦會在準備階
段，想 「方法」確保 「非暴力」，但就終究給
不出一個答案。

對於警方昨日攔阻衝擊行政長官梁振英
的女學生，戴耀廷隻字不提學生的暴力行為
，卻認為應向警察投訴課投訴，讓監警會作
決定。

【本報訊】水警小艇隊人員前晚在西貢展
開反走私行動，期間在斬竹灣發現10多名男子
從岸上搬貨落2艘靠岸快艇，採取行動時，私
梟跳落2艘快艇逃走，水警小艇尾隨追截，由
於海面能見度低，先後施放5枚照明彈，惜最
終被私梟逃去。警員事後在岸上尋獲7人車內
，檢獲23箱總值440萬元的電子產品。

水警小艇分區主管馬耀光高級督察表示，
案中檢獲的23箱走私電子產品，包括數碼相機
、相機鏡頭及數碼錄影機，總值約440萬元，
貨物全部均為簇新，並無二手貨，當中包括最
新型號的單鏡反光機，相信是迎合內地市場需
求，私梟如成功將貨物偷運進內地，估計會有
15%至20%利潤。

私梟事敗乘快艇逃去
水警總區特遣隊指揮官袁靜芳高級督察

指出，警方經根據情報分析後，懷疑有走私
分子將在西貢進行走私活動，前晚水警東分
區及小艇分區人員展開聯合行動，在西貢東
一帶進行埋伏。至晚上9時許，警員在斬竹
灣石灘發現岸上有10多名可疑男子，從7人
車上搬貨物往岸邊2艘剛靠岸快艇，隨即採
取行動，一擁而上，惟私梟見事敗，馬上跳
上2艘快艇經水路逃去。

此時，水警小艇隊人員見狀，馬上展開
尾隨追截，由於海上能見度低，追截期間警
員共施放了5枚照明彈，但最終被2艘快艇沿
東面水域朝內地方向逃去無蹤。水警其後在
私梟棄下的7人車內，檢獲23箱走私電子產
品，包括數碼相機、相機鏡頭及數碼錄影機
，初點算後，相信總值約440萬元，案件已
交由海關接手跟進。

袁靜芳高級督察指出，斬竹灣過去是走
私黑點，近年私梟選擇較偏僻地點落貨，懷
疑私梟今次選擇潮漲方面搬運，今次是上址
5年來破獲的第6宗走私活動，最近一宗發生
在2010年9月。根據《進出口條例》，走私
屬嚴重罪行，最高刑罰為罰款200萬元及監
禁7年。警方會繼續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以
遏止涉及快艇的非法活動，包括海上走私活
動。

水客用排污管走私百萬貨

戴耀廷言論前後立場
前言

●3月27日 「佔中」 信念書表示
：行動 「必須絕對非暴力」

●3月27日 「佔中」 信念書表示
： 「參與行動者……非由任何
組織或政黨主導」 、 「運動會
對2017年特首選舉提出具體方
案」

●3月27日「佔中」信念書表示：
「不鼓勵未成年人參與活動」

資料來源：大公報資料室

後語

●5月17日參與民陣活動後表示
： 「需要定義何謂非暴力」

●4月25日理大論壇上表示：運
動意在為 「香港2020」 與 「真普
聯」 提供平台，而非拿出方案，
「得個平台冇方案，冇得傾，若
只得一個方案，冇嘢傾，當你有
兩個方案，先有得傾」

●4月29日港大論壇上表示：考
慮讓未滿18歲的人參與運動

【本報訊】人民力量內訌，其前活躍分子任永強前日在
東區裁判院外衝撞人力主席劉嘉鴻與陳偉業，先遭陳偉業指
其為 「愛護香港力量」成員，後又被某報章誤認為 「愛港之
聲」支持者並加以渲染，愛港之聲昨日發聲明澄清，指責報
章誤報並要求其作出更正澄清，以示尊重。

愛港之聲聲明指出，任永強因擁護黃毓民，與人力陳偉
業及蕭若元鬧分裂，屬於門戶之爭，陳偉業前日 「控制不了
當時來找晦氣的任永強，更高叫任永強為其他愛港組織的成
員」，聲明強烈譴責 「陳偉業的卑劣居心明顯不過」。聲明
亦對誤將其人認作愛港之聲成員的報章表達強烈不滿，表示
「傳媒報道必須根據事實」，要求報章立即作出更正澄清，
「並以公正持平的態度如實反映報道事實真相」。

任永強原是人民力量的支持者，且曾於2011年代表人民
力量參加油尖旺區議會櫻桃選區。

愛港之聲斥陳偉業卑劣

【本報訊】警方根據線報昨凌晨掩至土瓜灣浙江街截獲 「
毒品快餐車」，在司機所攜袋中搜出懷疑霹靂可卡因及 「K仔
」毒品，總值8.7萬元，相信毒品由黑社會經營，供應西九龍
及沙田區的娛樂場所。

被捕男子分別姓黃（25歲）及姓何（28歲），涉嫌 「販賣
毒品」被扣查。警方九龍城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根據線報，指
有毒販於區內販運毒品，昨凌晨零時許，在浙江街與九龍城道
交界截停目標輕型貨車，車上當時有2名男子，警員在司機身
上的斜孭袋內檢獲約64克懷疑霹靂可卡因及49克 「K仔」毒品
，市值8.7萬元，相信 「毒品快餐車」由黑社會經營，供應西
九龍及沙田區娛樂場所，事後將疑犯連同證物及涉案貨車一併
帶署扣查。

【本報訊】雌雄賊昨凌晨在荃灣向夜歸女借電話，
遭拒後在大窩口道將女事主從後推倒，繼而搶走其手機
逃走。警方聞訊到場兜截，稍後在大窩口體育館對開將
2賊人贓並獲，女事主與女賊因傷獲送院。

被捕者包括22歲南亞裔男子和姓李的16歲女子，女
事主則姓吳（28歲）。

昨凌晨3時許，染金髮女事主在荃灣沿沙咀道行經
德士古道交界，被該對男女上前借電話，女事主拒絕繼
續上路，未料被人暗中尾隨跟蹤。當女事主途至大窩口
道近石頭街時，雌雄賊突然從後將她推跌，強搶其手機
，女事主反抗與女賊糾纏受傷，2人得手後逃去。剛巧
有救護車途經，代為報警，警員到場在附近兜截，未幾
在大廈街大窩口體育館對開行人天橋將該對涉案男女截
獲拘捕，起回女事主約值5000元的手機及八達通卡。女
事主抗賊時雙膝及手肘受傷，與女賊先後送往仁濟醫院
治理。

土瓜灣截獲毒品快餐車

雌雄賊強搶夜歸女電話

李家超指警方處事必守法
【本報訊】激進組織前日圍堵特首梁振英後，更詭稱梁

不願接受請願信。就此，行政長官辦公室昨發聲明指出，行
政長官在安全、情況許可及不影響其他人士的情況下，願意
接受請願信，但當日特首出席明愛國際會議後，受到學聯及
社民連示威者的衝擊，情況混亂，行政長官實在無法接受示
威者的請願信。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回應當日有女示威者聲
稱被男警員觸碰身體並考慮投訴時表示，事件應交由投訴警
察課處理，強調警方行動是根據指引，處事必然守法。

行政長官辦公室昨發出聲明指出，行政長官在安全、情
況許可及不影響其他人士情況下，願意接受請願信，例如行
政長官在5月6日出席城大的活動時，就曾親自接受學生提交
的請願信。但聲明強調，前日的活動由於受到學聯及社民連
示威者的衝擊，情況十分混亂，更出現一些可能危及與會者
安全的情況，活動的主辦機構要報警求助，行政長官實在無
法在此情況下接受示威者的請願信。

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回應前日示威者與警方衝撞的事件
時表示，任何參與集會表達言論的人士，都須守法，並以和
平方式進行。警方有責任依法維護公共秩序、安全和社會安
寧，假如示威者阻塞通道和破壞安寧，警方會作出判斷，並
採取相應行動。對於有女示威者投訴被男警員觸碰身體並考
慮投訴，李家超表示事件應交由投訴警察課處理，他強調警
方的角色是保障安全，處事必然守法，任何時候皆保持中立
，又指警方在行動時有一定指引，但個別情況會有不同安排
，按需要作出部署，容許警員以最低武力作為原則，作出處
理。

◀戴耀廷（右二）
否認「佔領中環」
是其運動的 「終
極目標」 ，再次
與其早前的言論
相悖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女事主（右一）抗賊時雙膝及手肘受傷

▲警方在土瓜灣截獲 「毒品快餐車」 ，搜出懷
疑霹靂可卡因及 「K仔」 毒品

▲警方表示斬竹灣過去曾是走私黑點
▼案中檢獲的23箱走私電子產品，包括數碼相機、相機鏡頭及
數碼錄影機，總值約44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