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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重視製彈案 違法不姑息
批有法律學者教壞人 將非法「佔中」暴力合理化

謀恐襲立會 6疑犯控「炸」今提堂

林鄭籲集會團體
和平理性勿挑釁

各界籲向激進分子說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鄭治

祖、張易）激進暴徒涉圖製炸彈炸立法會
震驚全港。社會各界昨日強烈批評，炸彈
狂徒企圖以暴力「佔領」立法會，在去年
一直包庇違法「佔領」分子的反對派政黨
和組織難辭其咎，廣大市民應共同向這些
激進分子和包庇者說不，以捍衛香港法治
核心價值。

范太：社會撕裂損港競爭力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出席公開
活動後回應傳媒提問時指，相信香港警
方有能力維持治安，並預計立法會表決
特首普選法案時不會有大事發生。她認
為，倘法案被否決，香港社會將不斷出
現撕裂、矛盾、對立、鬥爭、各持己見
的情況，長遠將削弱香港的競爭力，影

響香港的經濟發展，令她對香港未來感
到擔憂。

陳清霞：堅決反對違法行為
全國政協委員陳清霞批評，部分反對

派團體和激進示威者試圖以燃油彈暴
力衝擊、「佔領」立法會，反對派議
員刻意抹黑中央政府、向支持普選法
案的議員作人身攻擊，完全是在「賊
喊捉賊」。她強調，香港在國際社會
一直享有良好的法治聲譽，她堅決反
對以任何暴力或違法行為破壞香港的
法治環境。

鍾樹根：反對派包庇損法治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民建聯議

員鍾樹根指出，違法「佔領」者得到反對

派議員包庇，嚴重衝擊香港法治，導致今
次震驚全港的炸彈事件。多個反對派政黨
和組織現在試圖與炸彈事件「劃清界
線」，但當初有關人等卻一起參與「佔
領」馬路，挑戰警權，若他們要「扮正
義」，就應強烈譴責這些炸彈狂徒。

新青會：暴力行為背離民主
新港青年會昨日撰文批評，激進分子

把民主表決轉向暴力，已背離了民主法
制。目前，香港立法會外帳篷林立，不
少激進示威者進駐，更在內部藏匿鋼
管、燃燒品、爆炸品等，所為「無法無
天」，「他們或在前線參與行動，或在
後面指揮煽動。他們在激進派之中所發
揮的影響力，以及他們對社會的破壞
力，不可低估。」

「飯盒會」改口譴責圖劃清界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會強烈抨
擊炸彈狂徒涉圖炸立法會，前日事件曝光後聲
稱事件「可疑」的反對派議員有感眾怒難犯，
昨日終以「飯盒會」的名義發表公開聲明，強
烈譴責炸彈暴力行為，並呼籲今日到立法會集
會表達政改意見的人士保持克制，維護香港和
平理性和法治核心價值。
反對派「飯盒會」在昨日的聲明中稱，不能

姑息示威者作出任何暴力衝擊和傷害他人身體
的行為，「無論施暴者或計劃作出暴力行為的
人持什麼政治立場，『泛民主派』都會對暴力
行為予以最強烈的譴責。」聲明續指，特首普
選法案表決期間或會有大型示威，呼籲任何立
場人士堅守和平、非暴力原則，保持克制、理
性。
民主黨昨日也以該黨發表聲明，強調絕不容

忍任何暴力行為。主席劉慧卿稱，製造炸彈是

嚴重罪行，無論基於任何理由，及是否與立法
會即將表決普選法案有關，「任何人士作出任
何恐怖式的暴力行為，民主黨及香港社會是絕
對不能接受，並且會予以最嚴厲的譴責。」
她稱，市民即使政治立場不同，表達民主訴

求仍要堅持維護香港的法治、和平與理性的核
心價值，並促請警方徹查事件。

湯家驊：暴力不能合理化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前日質疑是次炸彈案「太

過巧合」，其同黨毛孟靜更稱「懷疑有人插贓
嫁禍」。公民黨議員湯家驊昨日就強烈譴責任
何形式的恐怖主義與暴力行為，指無論有什麼
政治動機，也絕不能把恐怖暴力行為合理化。
他呼籲各方人士冷靜，尊重並維護港人一直引
以為傲的文明及法治核心價值，不能讓社會被
極端行為所騎劫。

梁振英昨日在出席行政會議
前會見傳媒，主動談及警

方日前破獲涉嫌製造和使用爆炸
品的重大案件。他指出，香港警
方正深入和全面調查案件，他不
會評論案情，但強調所有香港市
民在表達任何的訴求時，包括政
治和政制上的訴求，必須採用合
法的方式。

組違法活動針對政改
他指出，香港是法治社會，法
律是每一個香港市民行為的依據
和底線，但過去兩三年，有包括
法律學者在內的社會人士，針對
政改問題提出很多「理論」，把
一些違法的行為合理化，甚至組
織違法活動。

理由易遭暴力者利用
梁振英強調，「違法就是違
法！」香港社會不應該姑息或合
理化任何暴力或非暴力的違法行
為，如果將過去發生過的非法集會
或「佔中」等行為合理化，即使這
些行為是非暴力的，也只會讓一些

有暴力傾向的人，用同樣的理由將
暴力行為同樣地合理化。

須高度警惕保障法治
被問到特區政府及警方會否因

應今次涉及炸彈品案件，進一步
評估立法會在審議及表決特首普
選法案時的保安安排，甚至「全
面清場」，梁振英指出，香港長
期以來都是十分和平、治安記錄
十分良好的社會，但過去一兩年
香港社會上發生的事，讓特區政
府、警方及立法會議員有需要高
度警惕，因為少數人的激烈行為
對社會可造成很大的衝擊和損
害，甚至人命傷亡，必須保持高
度戒備。
梁振英強調，「法治社會」這

四個字，無論對香港社會發展、
經濟發展、國際形象、地位及關
係，「實在是太重要了。」他希
望立法會明白潛在的挑戰和危
機，提高警覺性，又指在有需要
時，警方有足夠警力確保立法會
議事的秩序和投票不受到衝擊及
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在特首普選法案在立

法會辯論及表決前夕，警方搗破懷疑將針對是次表決發

動恐怖襲擊的激進組織「全國獨立黨」。特首梁振英昨

日表示，高度重視警方破獲涉嫌製造炸彈品的案件，警

方有足夠能力，確保立法會議事秩序和投票不受影響。

他並批評過去兩年有包括法律學者在內的人，將「佔

中」等違法行為合理化，讓人引伸至將暴力合理化，強

調所有違法行為，無論是暴力或非暴力的，特區政府和

香港社會都不應姑息。 （尚有相關新聞刊A5版）

鐵證如山 反對派包庇難抵賴
特首梁振英昨日質疑，有人把
違法「佔領」等行動合理化，令
人引伸至將暴力合理化。「佔領
三丑」之一、中大社會學系副教
授陳健民昨日諉過稱，是因為特
區政府「不聽民意」才令社會暴
力化。事實上，反對派煽動及包
庇暴行鐵證如山，誰是引領示威
者走向激進、衝擊社會秩序的真
兇，是不容耍賴的。

陳健民狡辯諉過政府
陳健民昨日接受傳媒查詢時回
應特首的言論稱，「公民抗民」
的精神能獲得社會同情，是因為
堅持「非暴力」，甚至「勇敢承
擔法律後果」。他自稱最反對暴
力，又指稱特區政府「閉塞」的
態度才助長了社會暴力化，當局
不檢討反而指控主張「和平爭取
的人」是「歪曲事實」。
不過，任由陳健民如何狡辯，
也不能置身事外。從「佔領」到
「鳩嗚」，從「驅蝗」到「光
復」，從「民族論」到「港獨」，
以至近日有激進暴徒策劃疑似針對
政改的恐怖襲擊，足見激進派暴力
行動抬頭，甚至不斷升級，與違法
「佔領」密不可分。
在違法「佔領」爆發前一年，

「佔領三丑」之一戴耀廷已到中
學鼓吹「佔中」是「公民抗
命」，難免犯法，但稱此舉不能

與打劫罪行混為一談， 「最大
分別是打劫金舖是為了私利，涉
及暴力，但『佔中』是為『公
義』，是『和平進行』。」

保送「雙學」赴台取經
陳健民除教唆學生外，更涉嫌

安排「台獨」勢力來港教學、
「佔中」演訓，甚至保送學聯、
「學民思潮」的領頭人物，赴台
向「太陽花革命」組織發起者
「取經」。
違法「佔領」嚴重衝擊香港社

會，但反對派就包庇「佔領」者
以暴力抗拒警方驅散，任由「佔
領」癱瘓香港79天，甚至縱容
「佔領」者違法在先，抗法在
後，挑戰警權。在警方清障
後，戴耀廷更公開教「佔領」
者以所謂「公民抗命」作抗
辯。

何俊仁教唆無視禁令
在法庭發布對「佔領區」的臨

時禁制令後，身為律師的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何俊仁竟叫囂不用理
會禁制令，更稱有關法例是「納
粹」法律。所謂的「愛與和
平」、「鐵的紀律」完全失效，
可笑是反對派仍厚
着臉皮，諉過政
府。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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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自明）在特首普選法案表決
前夕，香港警方搗破有人涉
嫌針對政改發動的製造爆炸
品案。外交部昨日指，有
些人想通過一系列的破壞
活動，干擾香港特區政改
投票和表決，不符合香港
特區公眾的利益，並強調
香港特區的政改投票和表
決非常重要，希望能夠順
利進行，這有利於香港的
長遠發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

在主持例行記者會時，有記者
問到：「據報道，香港政改方
案投票前夕，有人因涉嫌製造
爆炸物被香港警方逮捕。中方
對此有何評論？」
陸慷回應說，香港特區的

事是中國的內部事務。即將
舉行的香港特區的政改投票
和表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件，「我們希望它能夠順利
進行，這有利於香港的長遠
發展。」他同時強調，「有
些人想通過一系列的破壞活
動干擾這個進程，這不符合
香港特區公眾的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自明）有激進組織計劃今
日暴力衝擊立法會，特區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
呼籲，支持及反對特首普
選法案的團體，應該和平
理性表達訴求，不要作出
挑釁性行為，「今次政改
具有很大爭議性，我希望
計劃到立法會大樓集會的
團體，能夠和平理性表達
訴求。即使面對議員的很
大批評及人身攻擊，特區
官員也會抱着平常心的態
度發言。我期望社會今後
有喘息空間，再想想香港
的前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杜法祖）「本
土」激進組織「全國獨立黨」涉嫌製造炸彈。消息
稱，在被捕10名男女中，有9人都是該黨成員，部
分更為骨幹成員，包括中學教師及學生（見另
稿），警方不排除有人預謀在明日立法會表決2017
年特首普選法案期間發動恐怖襲擊。其中一名疑犯
昨被押回西貢蠔涌前亞視錄影廠重組案情，更透露
當時有3人同行。其中6名疑犯昨晚已被落案控以合
共一項「串謀導致爆炸」罪，今日提堂。

女犯父涉運化學品被捕
消息稱，10名疑犯年齡由21歲至58歲，其中5男

4女（21歲至34歲）已被證實是「本土」激進組織
「全國獨立黨」的黨員，部分更為骨幹成員，包括
中學教師、學生及無業人士，另前晚在羅湖關卡被
捕的58歲男子，則為其中1名女疑犯的父親，涉嫌協
助女兒由內地運載一批可製造爆炸品的化工物品返
港。據悉，他長期在內地工作，被捕後聲稱不知道運
載返港的是可以製造炸藥的化學品。警方相信到目
前為止，策劃是宗製造爆炸品案者已全部落網。

「O記」押無業犯重組案情
當中5男1女，昨晚已被落案控以合共一項「串謀
導致爆炸或製造、存有炸藥意圖危害生命或財產」
（簡稱「串謀導致爆炸」），將於今日在觀塘裁判
法院應訊；其餘1男3女則獲准保釋候查，須於7月
中旬到警署報到。

疑被利用作製造炸彈及試爆場地的亞視蠔涌舊廠
房，昨日仍被警方封鎖。昨日下午5時許，其中一
名23歲姓文的無業疑犯，由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
查科（俗稱「O記」）探員押到該處重組案情。疑
犯在進入廠房後一度現身天台位置約10分鐘，至傍
晚6時許疑犯再被押回警署繼續扣查。
消息稱，該名姓文疑犯是在本周日傍晚攜帶化工

原料，在上址製造炸彈並進行試爆的疑犯之一。他
向探員講述當日手持一個膠盒，首先在鹿尾村路會
合任職地盤技工的29歲姓鄭同黨及一名女同黨後，
一行3人沿蠔涌路步行至亞視舊廠房外，其間文和
鄭借助門口旁一幅矮牆攀過圍牆進入廠房，女同黨
則留在門外負責把風，但3人最終被監視的「O
記」探員拘捕。

警方調查買賣化工原料
警方發言人表示，因應此宗案件及風險評估，警

方於昨日起展開「共建者」行動 (Operation Joint
Builder)，除各警區加派人員巡邏外，亦會到區內售
賣化工原料或產品的公司進行調查，並在有需要時採
取執法行動，打擊相關罪行。警方呼籲市民如發現任
何可疑人士或物品，應在安全的情況下向警方舉報。
警方提醒市民，製造或串謀製造炸彈，屬於非常

嚴重的罪行。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
例》第五十四條，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20
年。警方強調有信心及有能力偵查這類案件，市民
切勿以身試法。

天水圍中學女教師疑涉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涉及「全國獨立
黨」製造炸彈案被捕的10名男女，據悉來自社會不
同階層，有學生、中學教師、待業畢業生、商人、
採購員、客戶服務員、地盤技工及無業人士等，其
中一人更疑為天水圍一間學校的胡姓女教師。
消息稱，此案其中一名30歲女疑犯是一名教師，

任教於天水圍一間學校。該校副校長昨日指，該校
的確有一位胡姓女教師。由於她前日及昨日均缺席
上班，校方無法聯絡她，故未能確定她是否就是被
捕者之一，校方仍正設法與其聯絡並跟進事件。

該名副校長續說，在該校內任教的胡老師是合資
格教師，由校方聘請任職「融合教育輔導老師」已
有數年，主要負責在課堂上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
（簡稱SEN）及情緒上需要輔導的學生，及會在有
需要時，為每個個案作課後跟進。被問及胡老師的
個人情況及工作表現，因涉及個人私隱，校方不便
回應。
另外，消息稱被捕者並包括一名就讀專上學院的

21歲姓許女學生，惟有傳媒昨日向有關院校查詢
時，未能確認其身份。

姓氏 性別 年齡 職業
文 男 23歲 無業（昨日被押回亞視舊廠房重組案情）
鄭 男 29歲 地盤技工（本周日涉與文在亞視舊廠房製彈及試爆）
彭 男(混血兒) 22歲 待業，剛於英國留學返港
胡 男 21歲 無業
陳 男 34歲 無業
陳* 男 58歲 商人（29歲陳女父親）
陳 女 29歲 採購員
胡 女 30歲 中學教師
許 女 21歲 專上學生
馮 女 25歲 客戶服務員

*暫未確定是否「全國獨立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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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表決特首普選法案前夕，警方加強立法會大樓和政府
總部保安。 曾慶威 攝

◀「O記」探員昨押解試爆炸彈疑犯，回西貢蠔涌亞視舊廠房
重組案情。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