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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灣啟晴邨樂晴樓前日深夜發生槍擊謀殺案，
警方通宵搜捕住在同一大廈的疑兇，更出動警隊皇
牌飛虎隊圍捕。至昨早疑兇走出住所企圖突圍，最
終在飛虎隊攻入單位前吞槍自盡身亡。事實上，這
宗近年罕見的槍擊案在警方精密部署下迅速緝破，
警方的專業表現應記一功。市民有責任配合警方行
動，對於造成的不便應多加體諒，支持警方維護市
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同時，事件暴露出兩個安全問
題：一是疑兇何以在槍械管制極為嚴格的情況下擁
有槍械行兇？二是疑兇過去曾有嚴重刑事案底，為
何在出獄後迅即安排入住公屋，卻缺乏足夠的支援
和監察。當局應全面檢討這些安全漏洞。

這宗槍擊案引起輿論廣泛關注，不但是因為過
程被電視台全程拍錄，市民如同親歷其境，更由
於本港過去極少發生槍擊案，令外界倍加重視案
件。本港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安全城市，謀殺案發
生率長期處於低水平，一個原因在於極為嚴格的
槍械管制。根據《火器及彈藥條例》，任何射擊
能量超過兩焦耳的氣槍，均被定義為「槍械」，
管有者即屬犯罪，一經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
10 萬元及監禁14 年。香港管制槍械入口過程相當
嚴謹，除了必須出示槍牌外，更只能透過數間主
要代理購買，有業界人士指出，除非市民自行將
槍拆開數十件分批運入香港再組裝，否則根本不

可能偷運入境。然而，在案件中疑兇並沒有特殊
背景，竟然管有槍械並藏於公屋之中，說明槍械
管制可能存在漏洞，當局必須徹查有關槍械的來
源，阻止非法槍械流入本港。

疑兇過去有嚴重的傷人紀錄，曾用菜刀和斧頭斬
傷鄰居手指，其後被警方拘控，經法庭定罪判入獄
一年，他出獄後迅即獲批「上樓」。固然，犯人出
獄後如果能夠改過自新，社會應給予他重新做人的
機會。但是，疑兇犯的卻是嚴重傷人罪，屬於危險
人物，在讓他重返社區之前，理應有充足的跟進措
施，為他提供各種輔導，不應放任自流讓他泥足深
陷。如何加強對出獄人士的監管和支援措施，值得
當局深入檢討。

值得肯定的是，警方在案件中表現高效、專業，
在案發後當晚已經鎖定疑兇，並且部署了周密的搜
捕行動。警隊皇牌飛虎隊不懼危險攻入肇事單位制
服疑兇，其他警員亦盡忠職守保護市民，維持秩
序，成功解除了社區安全的炸彈，警方的表現得到
社會各界的肯定。當然，在過程中難免對居民造成
不便，市民應多體諒。警隊是維護本港治安以及市
民安居樂業的基石，警隊的行動需要市民的支持和
配合，市民應以諒解和支持的態度配合警方行動，
共同維護香港這個城市的安全。

（相關新聞刊A1、A2版）

槍擊案暴露隱患 警方行動應支持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昨日在香格

里拉對話中脫稿演講，痛批美國和日本
利用首先發言的優勢，向中國挑釁。王
冠中對美日的無理指責予以針鋒相對的
反擊，發揮明辨是非、以正視聽的效
果，有力揭穿美日製造矛盾、破壞亞太
和平安全的圖謀。中國捍衛領土主權、
國家安全的決心不容置疑，不怕來自任
何方面的恫嚇和威脅。為了維護南海主
權領土完整，中國有決心、有能力不惜
一戰，制止核心利益受到無休止挑戰。

香格里拉對話的宗旨是透過加強對話與
合作，促進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但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和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在
對話會上一唱一和，不僅對中國進行無端
指責，甚至用充滿霸權主義的語言威脅中
國，其用心意在於鼓動和慫恿亞太個別國
家出來鬧事，挑戰中國。美日的言行與香
格里拉對話的宗旨背道而馳，不利於亞太
地區和平穩定，更歪曲事實、混淆視聽。
王冠中駁斥日美的挑釁言論，顯示中國不
畏懼日美聯手的惡意抹黑攻擊。來而不往
非禮也！中國在國際場合據理力爭，揭穿
美日別有用心的指控，讓世人更能看清誰

才是挑起事端、製造不安的幕後黑手，不
被其所誤導迷惑。

中國不惹事，但絕不怕事。新中國成
立60多年來，為維護國家安全、領土完
整進行了多場血戰，包括抗美援朝、中
印戰爭、西沙海戰、懲越自衛反擊戰
等。在朝鮮戰場，中國在處於極端艱難
的形勢下打出了軍威國威，換來了數十
年和平發展的時間和空間。如今，中國
的綜合國力今非昔比，任人欺侮的時代
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中國從不以大欺
小，但也絕不接受借小取鬧。解放軍已
做好「能打仗，打勝仗」的軍事鬥爭準
備。解放軍高層就南海的領土主權問題
作出強硬表態，就是要向全世界清晰表
達中國維權的決心，已經拉響不惜一戰
的警號，中國在捍衛領土主權的問題上
沒有商量的餘地，對於任何挑釁行為一
定會給予迎頭回擊。中國捍衛南海主權
核心利益決非虛言，美日強權尚且不能
恐嚇中國，南海個別小國若錯判形勢，
甘當別人的馬前卒一再無理挑釁中國，
只會自討苦吃，賠了夫人又折兵。

（相關新聞刊A3版）

捍衛南海主權 中國不惜一戰
A2 重要新聞

周衍鴻表示前晚槍擊案發生後，警方確認疑犯居於同一大
廈內，於是決定採取行動，行動前已封鎖有關樓層的所

有通道以策安全。所以，其餘住客可安全出入，對居民的影
響減至最低，無任何生命受威脅。另外，警方昨日上午11時
許，曾經透過房屋署，逐家逐戶致電疑犯藏身的樂晴樓10樓
所有單位，提醒住戶不要走近窗戶、俯伏地上及不要離開單
位。以免萬一外出遇上槍手，便有可能發生挾持人質事件。

母女瑟縮梳化不敢外出
有居民說，早上如常出入時在升降機內見到兩灘手掌般大

血跡，以為問題已處理，到酒樓看電視時才知悉，原來前晚
與疑犯身處同一大廈，又認為電視台不應直播，擔心洩漏警
方部署。亦有居住8樓的居民說，事發時槍聲好大，她慌忙
關窗與8歲女兒一起瑟縮梳化上，得知疑犯已被制服才敢外
出，但相信只是個別事件。
一名住在前晚案發單位附近的樂晴樓姓洪住戶稱，前晚槍

擊發生時，聽到3聲槍響，更嗅到火藥味，但遲遲未見有警
員到場，家中小童都十分驚慌。

鄰居聞警高呼：阿叔放低槍
而疑犯鄰居、家住樂晴樓10樓的李同學透露，搬入半年未

見過疑犯，昨晨警方搜捕疑犯時曾通知他們：「唔好出門
口！」李同學稱「我阿媽同家姐都匿喺房入面，唔敢出來，
仲鎖埋度門口添！」他又稱曾聽到屋外傳來嘈雜聲，有疑似警
員大叫：「阿叔放低槍呀！」其後即傳來懷疑槍聲。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涂謹申認同警方昨日部署，

一方面沒有驚動疑犯，同時亦顧及市民安全，毋須全面封鎖
整幢大廈。他指，若果攻擊隊還未到位，警方已包圍全部地
方，警方須趕走所有傳媒。但昨日凌晨期間，已有傳媒在現
場，若果警方突然變得緊張，傳媒一定會報道。當即時新聞
一報道，屋內疑犯便得知情況，一旦衝出來時，攻擊隊還未
到位，便會更危險。

無疏散免驚動疑犯 警盡力護民
議員贊同封鎖樓層通道 逐戶致電鄰居勿外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警方前晚事發後封鎖樂晴樓10多個小時圍捕槍手，並沒有通知及疏
散大廈居民，引起部分居民質疑及不滿。居民楊太稱，最初以為槍擊案只是職業殺手所為，犯案後疑
兇便會逃走，料不到事件發展至如此驚險，她認為警方應盡早疏散全幢大廈居民，以確保安全。警方
東九龍總區刑事總部(刑事)警司周衍鴻認為今次案情嚴重涉及槍械，可能會傷及無辜，為居民安全着
想，須長時間周詳部署才採取行動，警方已用最安全方法保護市民，盼居民諒解。有立法會議員亦認
同警方的部署，認為警方既無驚動疑犯，同時亦顧及了市民安全。

俗稱「盲聾彈」的震眩彈，為多個國家特警採用的
裝備，因屬極低武力武器，並無重大傷害性，故常用
以拯救人質、拘捕嚴重罪犯及恐怖分子，亦是本港飛
虎隊重要裝備之一。

震眩彈是一種令目標人物暫時喪失反抗能力的武器。使用方式類
似一般手榴彈，投擲後短短一秒便可爆炸，彈身有11個洞口，在短
短3秒內可連續爆發出11次震耳欲聾的巨響（達175分貝），及發
出等同於5萬支燭光亮度的刺眼強光，可使目標人物暫時盲聾至少1
分鐘。震眩彈雖無直接殺傷力，但若近距離爆炸仍可造成傷亡。震
眩彈除有助減少飛虎隊攻入目標單位時遇到反抗，亦可增加飛虎隊
控制場面的時間及成功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盲聾彈」救人質常用
■部分居民暫留在邨內警戒線外等候。 中新社

啟晴邨是房屋委員會轄下公共
屋邨，位於九龍城啟德發展區承
啟道，佔地 3.47 公頃，於去年 8
月入伙，截至今年3月底，該邨

已住有5,100戶近1.2萬人居住。2012年中，時
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期間，不忘關注港人民
生大事，曾視察了啟晴邨的工程進度。

啟晴邨共有6座樓高35層至40層的住宅大
廈，包括3幢Y形及3幢十字形大廈，每層建有
20個至24個單位，合共提供5,204個單位，當
中約20%單位可以遠眺維多利亞港。啟晴邨內
設施包括老人中心及青少年社區中心、商場及
停車場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胡總前年蒞港曾訪啟晴邨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陳廣盛）啟晴邨樂晴樓早上再
傳出槍聲，飛虎隊游繩攻入涉
案單位的過程被本港多家電視
台全程直播，市民在家中猶如
置身現場，不少市民都擔心，
如果同樣身在屋內的疑犯，扭
開電視機得悉警方部署，飛虎
隊員安全是否成疑。有立法會
議員認為，飛虎隊有一定部
署，直播的影響不大。警方則
強調，今次行動是在一個受控
制的環境下進行，即使電視無
直播，現時手機都很普及。

網民恐洩露警部署
回溯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

昨早11時疑犯開門，發現警方
守在門口。雙方駁火之前，傳
媒並未直播現場情況。11時之
後，飛虎隊到場，陸續有傳媒
直播。有市民表示，在商場的
大電視看到現場直播，質疑疑
犯可以在電視看到飛虎隊游
繩，能夠作出防備；在互聯網
討論區，網民亦提出同一疑
問，「如果疑兇在屋內透過電
視或透過互聯網手機應用程式
收看直播，得知警方對自己採
取不利行動時會有甚麽反
應？」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

席涂謹申認為，飛虎隊的預備
足夠，直播的影響不大。他認
為，飛虎隊已預早對準疑犯的
窗口，就算拍攝到飛虎隊在外
面，疑犯真的拿槍出來射的
話，飛虎隊都可以將他擊斃。
警方消息則指，今次行動是在一個受控制
的環境下進行，已經知道疑兇在室內的情
況。至於直播問題，即使電視無直播，現
時手機都很普遍。警方強調，行動已盡量
減少對住客的影響。

市民亦會手機拍短片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高級講師黃

天賜亦認為，傳媒直播問題不大，因為他相
信警方的專業，應該已將傳媒直播的問題列
入考慮之中；如有需要，警方亦有能力中斷
樂晴樓天線接受訊號，而且現今網路發達，
就算沒有傳媒沒有直播，一般市民都會將過
程拍下，再上載到網上。黃天賜強調，傳媒
應不經剪接的直播，讓市民可以得知整件事
情。

本港近年槍殺案
2002年11月30日 富豪林漢烈在中環陸羽茶室品茗時，遭職業殺

手近距離射殺，一槍貫穿太陽穴。
2003年6月16日 新界「車場大王」文金保在落馬洲露天停車場

寫字樓遭獨行殺手開兩槍擊斃。
2003年6月21日 吳姓男子在順利邨往順緻苑行人天橋被槍擊，

身中3槍死亡。
2003年10月6日 燒臘檔股東謝耀元在上水中心地下公廁遭槍手

近距開槍轟中後腦斃命。
2005年2月3日 多名男子在愛民邨熟食中心用膳，其中一男子

被同枱另一人近距連轟3槍擊斃。
2006年3月17日 警員曾國恒及冼家強在尖沙咀廣東道行人隧道

截查「魔警」徐步高時，曾國恒被對方槍殺，
冼則與徐互射10槍，冼中4彈重傷，徐中6彈
身亡。

2014年5月31日 啟晴邨樂晴樓一男子身中3槍倒臥梯間死亡，
翌日疑犯拒捕吞槍自殺。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近年飛虎隊參與重大案件
2012年10月1日至5日
南丫島撞船海難，飛虎隊水鬼隊赴現場緊急

救援，並潛進沉船內搜索遺物及蒐證
2011年9月16日
毒品調查科在屯門藍地福亨村回收場破獲香

港開埠以來最大宗的6億元可卡因案，飛虎隊
強攻進入現場拘捕4男2女
2004年12月10日
飛虎隊協助毒品調查科人員，搗破一個位於

西貢榕樹澳漁排上的提煉可卡因工場，起出本
港開埠以來最大宗共400公升液體可卡因，一
名秘魯籍製毒師及3名集團主腦落網
2004年2月22日
警方於大埔公路荔枝坑村調查大埔公路騎劫

小巴案時，意外撞破5名匪徒入屋打劫一對夫
婦，警方出動直升機和飛虎隊陸空搜捕，先後
拘捕5名匪徒
2003年12月24日
警方出動飛虎隊，僅花10秒時間未發一槍，

在油麻地渡船角一單位拘捕本港頭號通緝犯、
新賊王季炳雄及一名黨羽，搜獲重型軍火包括
AK-47步槍及手榴彈等，成功制止季炳雄密謀
犯案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啟晴邨槍殺案中，疑兇所用的相信是一支7.62口徑曲尺手槍，該
槍內地生產，因槍柄上有一粒黑色五角星，故俗稱「黑星」手槍。

據悉，「黑星」為內地職業殺手最喜歡使用的「搵食工具」，屬
半自動發射曲尺手槍，彈匣可裝8發子彈，有效射程達50米，且穿
甲能力特強，在有效射程內可以射穿普通避彈衣。「黑星」手槍在
1954年定型及在內地大量生產，裝配予軍警使用，因此內地亦稱之
為「五四式」手槍。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殺手最愛「黑星」可射穿避彈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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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虎隊完成行動後撤離現場。 新華社

■樓上傳來槍聲，樓下兩名男女探員及傳媒記者紛紛尋找
掩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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