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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路障撞警車 七人車4漢被追緝

片廠炸藥案 3人罪成
陪審團大比數裁定 下月8日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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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告控罪及結果
姓名及年齡

陳耀成（36歲）

鄭偉成（31歲）

彭艾烈（24歲）

胡啟賦（23歲）

文廷洛（26歲）

資料來源：法庭及香港文匯報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控罪及結果

一項串謀製造
爆炸品罪(脫罪)

一項串謀製造
爆炸品罪(罪成)

一項串謀製造
爆炸品罪(罪成)

一項串謀製造爆炸品罪(脫罪)

一項串謀製造爆炸品罪(脫罪)

一項管有炸藥罪
(罪成)

一項管有炸藥罪
(罪成)

兩項管有炸藥罪
(罪成)

本案被告依次為陳耀成（無業，36
歲）、鄭偉成（地盤工，31

歲）、彭艾烈（電腦技術員，24
歲）、胡啟賦（無業，23歲）和文廷
洛（無業，26歲）。5人同被控串謀
製造炸藥罪，即於2015年5月28日至
6月14日期間，在香港一同串謀製造
某些爆炸品，即內含硝酸鹽並能夠產
生煙火效果的混合劑。
另外，首被告被控一項管有炸藥
罪，指他在2015年6月14日於旺角廣

榮樓2樓某單位內，明知而管有、保
管或控制某些爆炸品。
次被告亦被控一項管有炸藥罪，指

他於於2015年6月14日，在蠔涌亞視
前廠房，明知而管有、保管或控制某
些爆炸品。
第三被告亦被控兩項管有炸藥罪，

指他於2015年6月14日，分別在蠔涌
亞視前廠房及西貢濤苑6座一單位，
明知而管有、保管或控制某些爆炸
品。
案件於今年9月18日在高院開審，

至前日（16日）控辯雙方完成結案陳
詞後，5男2女陪審團下午開始退庭商
議，但至晚上仍未有結果。
昨早9時半，法官指示陪審團繼續

商議，陪審團前後兩天共花約13小時

商議，至下午2時許終作出裁定。

裁定兩人脫罪
就第一項串謀製造爆炸品控罪，陪

審團一致裁定陳耀成及胡啟賦脫罪，
文廷洛6比1裁定脫罪；鄭偉成及彭艾
烈則大比數裁定罪成。
兩名被控一項管有炸藥罪的被告，

鄭偉成6比1裁定罪成。陳耀成5:2裁
定罪成。彭艾烈的兩項管有炸藥控
罪，則分別以6:1及一致裁定罪成。
控方在庭上讀出3名被入罪被告陳

耀成、鄭偉成及彭艾烈的背景及案
底，3人均在2015年6月15日被捕，
被捕時報稱無業。陳耀成曾有八項定
罪記錄，包括於2010年曾承認一項藏
有爆炸品罪，當時僅判社服令240小

時。
他與鄭偉成亦曾因參與「光復元

朗」反水貨客示威，被裁定公眾地方
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成，分別判囚9個
月及6個月。彭艾烈案發時無業，沒
有案底。

第四被告脫罪獲訟費1.2萬
法官聽罷3名被告的求情後，將案

件押後至12月8日判刑，3名被定罪被
告須還柙。脫罪的第四被告胡啟賦申
請訟費，獲批准可獲約1.2萬元。

陪審團獲雙倍津貼
法官並向陪審團致謝，指是案複

雜，故下令陪審團可獲雙倍陪審員津
貼，並獲5年豁免擔任陪審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西貢蠔涌亞視前廠房前年發現

懷疑爆炸品，警方懷疑有人趁

2015年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前

後，企圖使用煙霧彈製造混

亂，警方其後拘捕5名有「全

國獨立黨」背景的涉案男子，

並分別控以串謀製造爆炸品及

管有炸藥等共5項罪名。審訊

後5男2女陪審團退庭商議兩

天，昨終有裁決，其中第二及

第三被告的串謀製造爆炸品罪

成立，首3名被告的管有炸藥

罪亦罪成，入罪3名被告須還

柙至下月8日判刑。

根據本港法例，意圖藉爆炸品導致爆炸
或串謀藉爆炸品導致爆炸均屬犯法，而製
造、管有或控制任何爆炸品亦同屬違法，

各項控罪最高均可判處監禁20年。
法例訂明，任何人非法及惡意（a）作出任何作為意圖藉爆
炸品導致爆炸，或串謀藉爆炸品導致爆炸，而該爆炸的性質
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或（b）製造、
管有或控制任何爆炸品，意圖藉以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
重損害，或使他人能夠藉以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
害，則不論爆炸是否有發生及是否已對人身或財產實際造成
損害，均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20年，而
爆炸品須予沒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4年至2015年間，有騙徒冒充銀
行職員，指20名業主將物業違規作二按，要求即時還款，並轉介到
一間財務中介借錢清還按揭，結果各業主共被騙逾280萬元轉介或
顧問費。涉案財務中介公司9名職員經審訊後，分別被裁定串謀詐
騙及串謀洗黑錢罪成，9人昨在區域法院判囚4年至6年，成為警方
針對財務中介的首宗成功檢控及入罪案例。
法官彭中屏判刑指，案中的欺詐計劃是嚴重騙局及殘酷無情，20

名事主共被騙去280萬元，當中涉案的盛匯國際會計事務所有限公
司收到其中150萬元。

事主賣樓還債 財困患精神病
被騙事主除蒙受顧問費損失，部分人更身陷嚴重財務困境。當中

有患糖尿病事主，雖做過眼部手術及因糖尿而截除腳趾，但因借下
年息42厘的過渡性貸款，需做多份兼職償還利息；亦有事主要賣樓
還債及因財困而患上精神病。而這類詐騙案根本與倫敦金騙案無
異，故須判處阻嚇式刑罰。

官：案件冷血不減刑
彭官續指，案中被告包括一對夫妻，育有一名兩歲半女兒，他對

女童即將失去父母照料一段時間表示同情，但案件屬冷血的不誠實
案件，不會因這個情況而減刑。
至於案中「盛匯」的兩名董事兼股東黎建衡及張國雄罪責較重，

各判囚6年；其餘員工李榮達、羅凱峻、邱少勤、余炳榮、林貝嘉
（又名林淑貞）、蔡龍基、楊振祺，各判囚4年至4年半。
其中被告林貝嘉在案件進行結案陳詞階段棄保潛逃，已被法官頒

下通緝令。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第三隊女總督察徐淑儀在庭外表示，判刑反映
案件的嚴重性，而同類中介公司會透過土地註冊處找到物業業主資
料，從而物色受害人作案，她呼籲市民切勿向財務中介公司支付任
何款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荃灣昨凌晨上演如同電影橋
段般的警匪追逐撞車驚險場面。
一輛七人車遇警方路障逃走，一
度被警車追上截停，惟車上4名
可疑男子拒絕落車，並趁警員上
前擬採取強制拘捕時，有人突踏
油高速撞開警車及一輛的士繼續
逃走，結果導致一名警長受傷，
其後七人車被發現棄於荃景圍路
邊，人去車空，警方初步證實肇
事車輛被套上假車牌，正設法緝
捕車內4名男子歸案。
事發昨日凌晨1時52分，警方
在荃灣青山公路汀九段123號汀
蘭居對開往新界方向，設置臨時
路障截查可疑車輛，其間一輛白
色豐田七人車駛至，車上連司機
共有4名年約20多歲男子，惟對
方未依警員指示停車，反而突然
掉頭往九龍方向逃走。
在場警員見狀，立即驅車尾隨
追截，並要求上鋒增援。
其間，七人車沿青山公路狂飆
約1.7公里，至海興路與海角路交

通燈位時，因前面快慢線各有一
輛客貨車市區的士停燈，結果七
人車被迫停下。
此時一輛隸屬新界南的衝鋒車

追至，車上警員立即喝令七人車
上4名男子落車受查，惟對方未
予理會，警員即欲用警棍打破車
窗實行強制拘捕。

警長撞傷腳送院
現場消息指，原停在七人車前
面的市區的士，姓陳（54歲）的
士司機見後面有警車閃着燈號高

速馳至，誤會的士阻礙警車前
進，遂將車駛前約半個車位，卻
反而令七人車乘機踩油飆前，強
行撞開警車及的士高速逃去，地
上留下七人車一個左邊側鏡。被
撞警車車門凹陷，的士車尾損
毀，混亂間一名站在警車旁的警
長被撞傷腳部。
警方其後再進行兜截，未幾在

1.5公里外的荃景圍港安醫院對
開路邊發現該輛涉案七人車，但
車上4名男子已逃去無蹤。
車上僅遺下一個空的旅行篋，

事後警方召來警犬搜車，但無進
一步發現。

非失車 套假車牌
經初步調查後，警方證實該輛
七人車並非失車，但被人套上假
車牌，目前正聯絡車主協助調
查。
至於受傷警長經送荃灣仁濟醫

院敷治後並無大礙。
案件列作瘋狂駕駛，交由荃灣

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暫時無
人被捕。

■涉案七人車被棄於荃景圍，警方證實
該車套上假車牌。 電視截圖

■可疑七人車撞開警車及的士後逃去。
電視截圖

製爆炸品最高囚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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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品案5名被告。 資料圖片
■警方在西貢亞視前廠房檢獲大批爆炸品及武器。爆炸品處
理課專家開入廠房搜證。 資料圖片

政府公佈去年有135.2萬人被界定為貧
窮人口，是 2009 年以來最多，貧窮率
19.9%，微升0.2個百分點，相當於平均
每5名香港人便有一個是窮人。本港的貧
窮問題既有社會老齡化的因素，亦涉及樓
價租金高企、收入追不上資產升值等因
素，政府必須多管齊下、對症下藥，不斷
完善扶貧措施，加強在財富再分配方面的
作用，在照顧低下階層和夾心階層上更有
作為，做到既扶貧又防貧。

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常用的「絕對貧
窮」概念不同，香港採用「貧窮線」的
「相對貧窮」概念，以稅前和社會福利轉
移前每月住戶入息中位數的50%作為貧窮
線，關注的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
香港作為一個富裕社會，人均GDP高達
43,600多美元，在物質上有條件營造一個
衣食無憂的社會，惟近年整體貧窮率逐漸
提升，有幾方面值得關注。

首先是人口老齡化的長期趨勢。由於長
者大多退休無收入，長者佔人口比例的提
升直接拉升貧窮率。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直
言，高齡化抵消了政府改善福利的成效。

其次是樓價租金高企，蠶食市民收入。
社聯上月的研究指，全港非綜援貧窮住戶
當中，私樓住戶的房屋開支佔總開支近一
半，以致這些家庭實質生活水平不斷下
降。近年本港樓價租金持續飆升，問題越

演越烈，顯示房屋問題的確是本港深層次
矛盾的主要根源，政府務必想方設法增加
房屋供應，減輕市民在居住方面的開支壓
力。

再次是收入水平追不上資產價格的上
升，導致夾心階層、中產階層向下流動。
雖然本港近年整體就業情況理想，失業率
跌至3%的近20年新低，但打工仔的收入
水平低速增長。日前有人力資源管理公司
的調查顯示，本港僱員明年加薪扣除預期
通脹後只有1.8%，在亞太區排名尾四。
但與此同時，全球化的貨幣寬鬆導致資產
價格不斷上升，持續拉大有產階級和無產
階級的貧富差距。統計處今年年中公佈去
年的堅尼系數高達0.539，創下近半世紀
新高。這種情況必然導致量度相對貧窮的
貧窮率上升。

特區政府近年的扶貧力度有增無減，過
去5年投放於社會福利的經常開支由428
億上升至733億，增加超過七成。但貧窮
問題日益複雜化，既要承擔長期的長者貧
窮，亦要幫扶夾心階層和低收入階層向上
流動，做到防貧和扶貧並重。政府除了要
以多種舉措，針對性地解決不同階層面對
的生活困難，還要加強財富的再分配，解
決收入兩極化的問題，尤其是加強針對夾
心階層的扶助措施，給社會帶來更多獲得
感。

加強財富再分配 扶貧防貧並重
日前，全國人大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香港出席基本

法研討會發表演講時指出，香港要尊重國家憲法和維護國
家憲制秩序，接受國家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
家的現實。昨日，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出席研討會時表
示，本港有些人是「花崗岩的頭腦」，至今不願面對香港
已經永久回歸祖國，已納入到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治體制
之下的政治現實。香港接受和尊重國家主體的政治制度，
這是「一國兩制」的設計本意，香港不應該亦不能夠挑戰
國家制度，以免衝擊「一國兩制」、損害香港繁榮穩定。
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中國制度受到世界肯定，
香港須與時俱進，放下歷史包袱，積極擁抱國家進入新時
代的新機遇，與國家攜手共進，開創更美好前景。

李飛、王振民作為負責港澳事務的內地官員接連強調，
香港要接受、尊重內地實行的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
度，針對的是香港存在一個不容低估的問題，就是本港有
些人長期對內地的制度採取拒絕接受乃至敵視的心態，對
國家歷史上發生的個別事件糾纏不放，並誇大香港和內地
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差異，借此否定國家的制度，製造、
加深兩地隔閡；更有甚者，有少數人利用香港實行資本主
義制度之機，企圖動搖、顛覆內地的制度，嚴重挑戰堅守
「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的最基本要求，「佔
中」、「港獨」就是典型例子。

眾所周知，「一國兩制」構思從提出的一刻開始，就確
定了在「一國」的基礎上實行「兩制」，「一國」是前
提，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而「一國」，從來指
的都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這是清晰無誤、毋庸置疑的，得到香港和全世界
的認同。

回歸20年的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
的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
穩定的最佳制度。香港有人至今不接受「一國」、不接
受內地的制度，不斷強調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來對
抗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完全背離「一國兩制」的設計
初衷，只能說明本港少數人冥頑不靈，拒絕面對現實，
試圖螳臂擋車，阻礙國家向前發展、兩地緊密融合的滾
滾大潮。

中國曾積貧積弱，飽受外侮，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
民沐雨櫛風，不懈奮鬥，如今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久
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
飛躍。中國發展積累的經驗、構建的模式，為解決人類問
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美國《時代》周刊最近一
期的封面，罕有用中英兩種文字「China Won中國贏了」
做題；該期主打文章《中國經濟如何贏得未來》直言，中
國已成全球經濟最具實力國家，美國則落居第二，「今
天，中國的政治經濟體系比二戰結束以來主導國際體系的
美國模式更具備可行性，甚至更具可持續性。」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十九大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的新時代，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世界上不少國家不僅認可中國的制度，更開始學習中國的
制度。香港作為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時候要睜開眼看
世界、看祖國，是時候改變對中國共產黨和對中國政府的
偏見，客觀全面認識自己的祖國和憲法體制，看到國家發
展文明進步的主流，走出糾纏於歷史旁枝末節的誤區，自
覺尊重國家憲法、維護國家憲制秩序，才能抓住定位，面
向未來，把握機遇，共擔民族復興的責任，共享祖國繁榮
強盛的榮光。

尊重國家政治制度 擁抱新時代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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