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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個別激進
「本土派」團體，在剛過去的周末再次在旺角搗
亂，既衝擊當日愛國團體在該處舉行的論壇活
動，襲擊唱普通話歌曲的街頭表演者，更多次衝
擊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員，造成混亂，並影響其他
道路使用者及商舖。新華社日前發表時評，批評
這種涉嫌歧視的行為不僅缺乏理性，更破壞了香
港最為倚重的法治基石，對香港的國際形象有百
害而無一利。
新華社時評指，這些激進者在過去一段時間以

來針對特定人士的挑釁行為，實際上已完全陷入
「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漩渦之中。他們完全無
視回歸以來香港與內地緊密的經濟聯繫給兩地民

眾生活帶來的改善，無視兩地民眾守望相助的兄
弟情誼，不惜出於狹隘的政治偏見恣意傷害兩地
民眾的情感，凸顯其自身的無知與偏狹。

惡劣示範長期損害香港
時評續指，更嚴重的是，這些所謂的「示

威」，已完全背離法治軌道，對維護正常社會秩
序與和諧人際關係，均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鑑
於依法治港對香港前途命運的極端重要性，一些
激進「本土派」非法行為造成的惡劣示範，將長
期損害香港賴以生存的法治理性。
時評強調，香港是崇尚法治、法律健全的社

會，如果任憑某些涉嫌歧視的過激非理性行為長

期荼毒香港社會，香港引以為傲的法治精神將遭
到嚴重破壞，回歸後良好的投資環境將不復存
在，香港的繁榮穩定也將無以為繼。

放下爭拗聚焦經濟民生
時評表示，非法「佔中」給香港帶來的破壞仍未

完全消除，社會和人心的撕裂尚待進一步彌合。面
對周邊地區的快速發展，面對經濟及民生事項的種
種新挑戰，香港不進則退。香港市民眼下的當務之
急，是理性思考如何放下政治爭拗，凝聚社會共
識，聚焦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決不能讓少數極
端者的非理性行為損害市民福祉，破壞包容和諧的
社會氛圍，衝擊香港的法治與秩序。」

示威者製造混亂 新華社批損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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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公民黨成員曾
健超於去年10月金鐘龍
和道非法「佔領區」清
場期間，疑被7名警員毆
打，警方其後拘捕7警，
但至今9個月仍未落案起
訴任何人。曾健超早前
申請司法覆核許可，高
等法院昨受理。法官在
庭上引述警方陳詞指，
涉案影片拍得的情況沒
曾所指控的那麼嚴重，
又質疑曾過去數個月拒
絕出席認人手續，公開7
警資料可能對他們造成
不公平。法官認為，需
要透過正式審訊時聽取
進一步理據，才能就這
些問題下定論，又希望
雙方在本月20日前，協
議正式審訊日期。
案發於去年10月15日

清晨，警方在金鐘龍和
道非法「佔領區」清場
期間，曾健超疑被7名便

衣警員抬往添馬公園暗角毆打，整
個過程被電視台攝影師拍下，曾的
額頭、頸、胸口和背部均有傷痕。
申請人曾健超早前在聆訊時提出

4項理據，申請司法覆核挑戰警務
處處長。其中一項理據稱他身為案
中受害者，有憲法權利向7名警員
警提出私人檢控或民事索償，惟沒
有7警姓名便做不到，警方有責任
向他披露7警身份。
法官區慶祥昨日在判詞中指，對

於法庭是否有法律基礎要求警方公
開7警身份，曾一方的理據有合理
可爭辯之處，因此就此論點批出司
法覆核許可。

拒認人卻要求公開7警身份
警務處一方早前陳詞指，涉案影

片拍得的情況沒曾所指控的那麼嚴
重，又質疑曾過去數個月拒絕出席
認人手續，公開7警資料可能對他
們造成不公平。警務處一方並認
為，法庭就算有此權力，就本案情
況而言亦不應行使酌情權。惟區官
在判詞中指，需要透過正式審訊時
聽取進一步理據，才能就這些問題
下定論。

官指有途徑索償駁回覆核
對於曾早前提出的3項理據，包
括受酷刑和不人道對待、被警方不
合法羈留及警方無權要他有條件擔
保，均全不獲法庭受理。法官指，
涉及警方非法拘捕及襲擊的問題，
仍有其他法律途徑如民事索償處
理，毋須用到司法覆核，所以駁回
申請。
曾健超昨日在另一公民黨成員陳

淑莊陪同下到高院領取判詞。他
稱，司法覆核案件的最終結果如何
仍未知道，但受襲事件「證據確
鑿」，但警方至今9個月仍沒有任
何程序處理，令他對警方完全失去
信心，「唔知警方係咪有心針對
（自己）。」他又質疑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早前稱要尋求外聘資深大律
師意見，但至今兩個月仍未向公眾
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大埔區議會新富選區將於本月19日
補選，選區內數個大型屋苑近日均
收到郵寄信件，批評候選人之一、
工黨秘書長郭永健曾組織違法「佔
領」行動被捕、涉收「黑金」被
查。郭永健聲稱，今次或許有人緊
張選情，故作出「抹黑」的舉動。
不過，事實的真相是他確實曾在違
法「佔領」行動中被捕，並因李卓
人收受150萬元秘密捐款，而被廉
政公署調查。

去年參與違法「佔領」被捕
大埔區議會新富選區補選共有3
名候選人競逐，分別是郭永健，報
稱獨立的羅曉楓及何萬傑。近日，
新達廣場、新峰花園、富雅花園等
選區內多個屋苑的街坊，均收到一
張以雙面、彩色A4印刷，圖文並
茂的單張，印上「佔領中環，大埔
開始」的字眼，又印上工黨被指收
受捐款未有申報，被廉署調查的報
道等，而郭永健曾在違法「佔領」
行動中被捕，及工黨支持同志婚權
等內容。

與李卓人「暫存」捐款有關
該郵寄信件指稱，郭永健曾
「搞」違法「佔領」行動被拉、收
「黑金」被查，並非空穴來風：郭
永健確實在違法「佔領」行動期
間，留守在「佔領區」的最前線，
多次聲稱「抗命不服從」，最終在

金鐘清場時被警方拘捕。
工黨主席李卓人去年被傳媒踢爆

收受反對派「金主」、壹傳媒集團
前主席黎智英共150萬元秘密捐
款，並自爆曾將其中50萬元「暫
存」長達9個月，事件曝光後才轉
至工黨戶口。在事件中，郭永健是
其中一個關鍵人物。
根據李卓人當時詭辯稱，該50

萬元的捐款是工黨用作成立社企
的「種子基金」，由於當時社企
還未開設戶口，所以他才一直將
捐款存私人戶口。根據警察牌照
課資料， 「綠色工社」由工黨兩
名執委及秘書長郭永健註冊。郭
永健當時辯稱，由於未申請到環
保基金，執委會才決定用黎智英
的捐款。開會時，黨內數名立法
會議員都在場。

被揭遊船河討論廉署調查
其後，李卓人、何秀蘭、及郭
永健等工黨成員先後被廉政公署
人員約見調查。他們3人更在調查
過程中，被傳媒揭發相約在西貢
遊船河，其中郭永健更直認曾談
及廉署的行動，令人擔心他們或
會「夾口供」，妨礙司法公正。
故信件指郭永健收黑金被查，也
是另一事實。
郭永健在回應事件時稱，估計

有逾3,000戶選民收到有關信件。
他未有羅列事實回應有關指控，只
籠統地稱自己已就有關事件「多次

解釋」，又聲言是次「抹黑」舉動
或反映有人緊張選情，又轉移視線
稱近日有男子在他擺街站時到場指

罵及叫囂，街站處也有其他候選者
團隊在附近派單張，是企圖「抹
黑」其他參選人。

砸立會4暴徒輕判 法律界質疑
被告呻窮拒承擔59萬維修費 官倡律政司循民事索償

4名被告分別為廚師鄭陽（18歲）與戴志誠（24歲），無業的張智邦
（23 歲）及會計文員石家輝（24
歲）。控罪指4名被告於去年11月19
日，在中環立法會綜合大樓非法集
結。4人又被控於同日損壞立法會綜合
大樓9道玻璃門、7幅玻璃幕牆、假天
花及25塊渠蓋等。
控方案情引述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證
供指，在去年11月18日晚上11時半，
他見到一群蒙面人在立法會外討論
「網絡廿三條」，至翌日凌晨發現多
名示威者戴上口罩和眼罩，手持鐵馬
衝向立法會大樓。

玻璃門假天花等損毀
張稱，自己即時上前制止，並解釋立
法會沒有相關議程，但示威者未有理
會，並持鐵馬衝向立法會玻璃門，在場
傳媒拍下最少5段片段，印證事發經
過。立法會保安員及物管處人員巡邏視
察後，發現玻璃門、假天花等地方都有
損壞，事後花費共58.7萬元維修。
警方同日拘捕涉案4人，4人在警誡
下承認是響應網上號召及對政府不滿
而衝擊立法會。經鑑證科檢驗，4人的
衣物亦發現玻璃碎片，相信為案發時
留下。其中戴志誠有5項不類同的案
底，其餘3人沒有任何刑事記錄。
4名涉案被捕示威者早前承認參與非
法集結及刑事損毀兩罪，昨日各被判

150小時社會服務令，及須另付500元
堂費。

款項超裁判法院限額
控方昨日在庭上就立法會大樓維修

費，申請賠償令共58.7萬元，惟4名被
告均透過代表大律師聲稱無力償還。
主任裁判官錢禮稱，控方要求的賠償
金額超出裁判法院可判最高10萬元的
限額，且控方於昨日才首次向法庭申
請賠償令，未有足夠文件證明損毀情
況及物件價值。經考慮各被告的還款
能力後，錢官拒絕控方的申請，又建
議律政司循民事向被告索償。
根據《公安條例》第十八條，凡有3
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
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
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
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
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
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
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一經循公訴
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及一經循簡
易程序定罪，可處第二級罰款及監禁3
年。
同時，根據《刑事罪行條例》，任

何人無合法辯解而摧毀或損壞屬於他
人的財產，意圖摧毀或損壞該財產或
罔顧該財產是否會被摧毀或損壞，即
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
監禁10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在去年非法「佔領」行動期

間，有反對派中人在網絡散布謠言，稱立法會將審議「網絡廿三

條」，引來大批示威者以鐵馬及磚塊等硬物衝擊立法會大樓，造

成多道玻璃門及設施損壞，當局須花費近59萬元維修。4名涉案

被捕示威者早前承認參與非法集結及刑事損毀兩罪，昨日各被輕

判150小時社會服務令。有法律界人士質疑判刑過輕，對社會產

生負面影響。司法機關應作出檢討，確保向香港社會明確發出違

法需承擔後果的訊息（見另稿）。

各界憂判刑輕縱容違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4名示威者去年11月以鐵馬撞破立
法會大樓玻璃及石門，被判150小
時社會服務令。有律師和政界人士
昨日指，示威者有預謀暴力衝擊立
法機關，案情十分嚴重，但最終只
需接受社服令，判刑過輕，令人以
為「做一做義工」、交罰款，便能
以個人意願任意違法，對香港社會

產生負面影響。

盧文端：未能告誡違法者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盧文端昨日在
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立法會作
為莊嚴的立法機關，示威者卻公
然衝擊，行動在鏡頭前歷歷在
目。這些行動不僅早有預謀，更

涉及暴力，判刑顯然未能告誡違
法者進行暴力違法行動需付出代
價。當局必須考慮檢討相關法例
和罰則，不能讓少數人以為違法
可肆無忌憚。

陳健波：政府應追究到底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陳

健波認為，任何人作出衝擊行為，
令特區政府物業受損，特區政府必
須追究到底才算公道。

陳曼琪：以為可任意違法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會長陳

曼琪指出，根據香港法例，非法集
結罪的最高刑罰為入獄3年至 5
年，及罰款5,000元，而刑事損壞
罪的最高刑罰為入獄10年。雖然

今次被捕人士承認控罪，可以減刑
三分之一，但從今次犯案的規模、
受損壞的程度等，案件已相當嚴
重。
她續說，今次法官只判被告150
小時社會服務令，罰款500元，刑
罰未免過輕。是次判刑更可能發出
一個錯誤信息，令人以為只要「做
一做義工」、交罰款，就可不理後
果和法律責任，可以任意去「實
現」自己的想法。
陳曼琪進一步指出，透過法律
制度，令港人安居樂業，才是法
治社會共同信守的願望，今次判
刑之輕，違背了社會一直堅持市
民奉公守法的信念。近日不少市
民均批評，法庭對於「佔領」行
動期間引發的罪行判刑過輕，未
能起到阻嚇作用，將對香港社會
產生負面影響。司法機關應是時
候作出檢討。

■陳曼琪■陳健波■盧文端

▲其中一名被告戴志誠，有5項
不類同的案底。

◀警方依據張超雄的證供及傳
媒拍下的片段，拘捕案中5名
被告。 資料圖片

■郭永健被翻其去年因「佔中」被捕，及涉及「黑金」的舊賬。

■「本土派」示威者日前在旺角狙擊愛港團體成員。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