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巴鎅凳案 5狂徒落網
3本地疑犯互不相識 警料無組織無預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鄧偉明）近期九巴接連遭人座椅

放針及鎅椅案件再有新發展，繼

日前警方拘捕一名涉及3宗九巴座

椅放針無業男子，昨日再一舉連

破5宗九巴鎅椅刑事毁壞案，共拘

捕5名「破壞王」及檢獲鎅刀等證

物。警方提醒市民，不要以為鎅

椅「好濕碎、好小事」，刑事毀

壞是嚴重罪行，最高可判入獄10

年；同類案件仍在調查中，不排

除再有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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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連主席吳文
遠等9名示威者，涉
於前年 11 月 6 日
「反釋法」遊行時
不理會警方警告，
改變遊行路線及霸
佔路面，演變成
「佔領西環」事
件，9人事後被控告

煽惑他人擾亂公眾秩序
及非法集結等多項罪
名，當中吳文遠等7人否
認控罪，案件昨第二日
在高院審訊，控方繼續
播放遊行當日現場影
片，當中顯示吳文遠有
「嗌咪」煽惑示威者：
「啲警察唔衝唔驚死」，
以及「前面block死晒（堵
塞），我哋人多過警察，
爬出嚟就得。」吳文遠最
後被多名警員抬走，送
上警車。
控方昨日繼續在庭上
播放警方拍攝的遊行情
況影片顯示，當日入夜
後，大批人群在德輔道
西與西邊街聚集，人群
曾起哄叫囂及移向行人
路，情況一度混亂，警
方要舉起「停止衝擊」

紅旗，當中連站在鐵梯上負責用
揚聲器呼籲人群後退的女督察，
也要急忙返回地面。
影片又顯示，吳文遠在德輔道

西「嗌咪」煽惑人群指「啲警察

唔衝唔驚死」，另又在干諾道西
鄰近中聯辦大樓時，吳騎在警方
鐵馬上向示威者繼續大聲煽惑
「前面block死晒（堵塞），我哋
人多過警察，爬出嚟就得」、
「前面聚晒警察，佢哋唔會畀我
哋去中聯辦」，叫人群循鐵馬外
的路面繼續前行。
另外，影片中的警方陸嘉永督

察曾要求吳停止叫示威者衝出
去，但吳未有理會，而當時被告
陳文威、周樹榮、葉志衍及盧德
昌則在吳的面前站着，4人被控非
法集結罪。
其後在鄰近中聯辦大樓的另一

處警方鐵馬防線，吳文遠更站高
向遊行者「嗌咪」，總督察賈錦
林於是欲將他拉下拘捕，但在鐵
馬另一邊的葉志衍及周嘉發則出
手想把吳拉回來，場面一度混
亂。吳文遠最後被數名警員抬
走，送上警車。
葉及周則因此被控阻差辦公，

周另被控一項襲警罪。案件今日
繼續。
7名被告分別為社民連主席吳文

遠（40歲）、副秘書長周嘉發
（25 歲）、成員陳文威（23
歲）、「大專政關」成員葉志衍
（27歲）、盧德昌（22歲）、
「人民力量」成員周樹榮（66
歲）、嶺南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鄭
沛倫（22歲），他們需面對煽惑
他人擾亂公眾秩序、非法集結及
襲警等共8項控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警方昨日
成功一舉偵破
5宗九巴刑事

毁壞案件，查案過程可謂抽絲剝
繭，需要仔細翻查巴士閉路電視影
片，在全無目擊證人情况下，將數
以百計的乘客逐一排除，最終將5
名「破壞王」繩之以法。
昨日在記者會上，東九龍總區

（刑事）重案組警司胡家欣坦言，
警方在調查這類案件時遇到不少難
度，首先是案件不會有目擊證人，
因為如果疑犯被其他人望着時是不
會犯案，加上鎅椅的手部動作好微
小，即使巴士車廂安裝有閉路電視
系統，也未必能清楚拍攝犯案過
程，加上巴士每日也有數以百計市
民上落，實在難以確定誰人是「破
壞王」。
警方的調查工作，需要按部就

班，先小心翻查涉案巴士的閉路電
視片段，鎖定曾經坐過被破壞座椅
的可疑乘客，繼而配合揭發案件時
間，將與案無關的乘客逐一排除，
最終成功鎖定涉案目標疑犯身份，
再尋找目標疑犯的住所或慣常出沒
地點，採取拘捕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無目擊證人
睇片逐個捉

控
方
播
片
見
吳
文
遠
「
嗌
咪
」煽
惑
示
威
者

反
－
釋
－
法
－
遊
－
行

臥底揭5反黑探員涉栽贓嫁禍

被捕5名男子，分別3名為本地人及兩名
巴基斯坦人，22歲至52歲，涉嫌刑事

毁壞罪名；警方初步調查，5人最少涉及近日
東九龍區最少5宗鎅椅案件。
消息稱，5名被捕者，本身無相關案底，除
兩名在街市工作的巴基斯坦男子相識外，其
餘3名分別為任職網頁、設計及電工的本地
人，全部互不相識，相信5人並非有組織、
有預謀及有針對性，各人犯案動機有待調
查。
東九龍總區（刑事）重案組警司胡家欣表
示，近期九巴遭人破壞設施及放針案件，有
不尋常上升趨勢，其中大部分案件屬「鎅
椅」性質，單是東九龍區便有多達10宗案
件，包括鎅爛座椅或塗鴉。

警方非常關注連串案件，連日在九巴配合
下將所有相關案件重新分析，經主動調查成
功鎖定數名目標疑犯。
昨晨8時起，探員根據資料採取連串拘捕

行動，分別在將軍澳、荃灣、美孚及尖沙咀
區共拘捕5名目標男子，涉及九龍東區最少5
宗巴士座椅刑事毁壞案；行動中，探員檢獲
鎅刀、模型刀、塗改液、原子筆、八達通、
犯案時所穿衣物及背囊等證物。

犯案動機有待調查
胡家欣續說，初步調查5名被捕疑犯，不

是九巴員工，相信是各自犯案，犯案動機仍
有待調查，胡更提醒市民：「不要以為(鎅爛
巴士座椅)好濕碎、好小事，刑事毀壞屬嚴重

罪行，最高可判入獄10年。」希望市民要有
公德心，遵守法律。
對於警方偵破5宗巴士刑事毁壞案。九巴

副車務總監彭樹雄表示，感謝警方迅速拘捕
涉嫌疑犯。九巴非常關注連串事件，因為公
共交通服務係市民共同使用，破壞巴士會影
響對市民的服務。
彭感謝車長、站長及督察等前線同事，竭

力搜查、謹守崗位及配合警方調查工作，重
申九巴一直好努力做好服務。彭再次呼籲，
乘客如發現有可疑人或案件，請立即通知車
長及報警。
根據資料，由上月底至今，九巴及龍運巴

士接連揭發座椅插針、鎅椅、淋油及打破玻
璃等刑事毁壞案件，合共逾30宗，造成最少

3人受傷；警方至今拘捕一名涉3宗座椅放針
的無業男子及5名鎅椅「破壞王」。

刑毁「新招」座椅遭淋白油
另昨日九巴再揭發一宗「新招」座椅刑事

毁壞案。凌晨2時許，一輛由油塘開往紅磡
車站的N216號通宵線九巴，車長在巴士駛至
彌敦道期間突然聞到一陣濃烈油漆氣味，當
九巴抵達紅磡總站後，車長巡查車廂發現上
層有一張座椅遭人淋白色油漆惡意破壞，於
是報警。
警員到場調查，初步發現座椅有約15厘米
乘15厘米面積的白油，案件交由九龍城警區
刑事調查隊第二隊跟進，正翻查巴士閉路電
視片段蒐證追緝涉案「破壞王」下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中區政府總部
對開路邊一個垃圾桶，昨午突然冒煙起火，火勢
猛烈，政府總部一名保安員發現報警，率先到場
的警員一度由花槽處拉出水喉救火，其後再由趕
抵的消防員救熄，惟整個垃圾桶嚴重焚毀，由於
現場遺有易燃液體，不排除有人縱火，警方重案
組已接手追查動機，暫時無人被捕。
政府總部行政署昨回應指，火警現場對出的行

人路非管轄範圍。至於政府總部圍牆上的「天
眼」有否拍下垃圾桶失火情況，或有可疑人出現
等，行政署則以警方調查為由拒絕透露。
事發昨日上午11時36分，中區政府總部一名

姓阮（63歲）男保安員，突見總部對出夏愨道通
往海富中心的扶手電梯旁一個垃圾桶冒煙起火，
火勢迅速蔓延，未幾整個垃圾桶已被烈焰吞噬，
於是報警。未幾有警員到場，迅由附近的花槽水
喉位拖出水喉救火，隨後消防員到場亦開喉灌
救，很快將火救熄。
由於現場發現有易燃液體痕跡，消防員認為起

火原因有可疑，交由警方列作縱火案跟進。稍
後，中區警區重案組第三隊人員亦奉召到場拍照
及搜證。
現場消息稱，距離縱火現場約20米遠的政府總

部外圍有一組「天眼」鏡頭，不排除拍下垃圾桶
起火過程，探員已向行政署申索該有關片段協助
調查，將有助追查縱火經過及緝拿涉案者歸案。

政總外垃圾桶疑遭縱火焚毀

尖沙咀漢口道「名人站」鐘錶珠寶店本月1日
被劫去2,350萬元名錶及首飾案，警方繼上周四
（5日）拘捕一名受傷的男車手後，截至昨日再
先後拘捕多2男1女同黨，當中包括1名年僅17
歲少年，被押回劫案現場重組案情，他在劫案中
負責以伸縮警棍指嚇職員，至於另一名落網的男
同黨為南亞裔人，目前尚有一名涉案男同黨在
逃，鉅額贓物亦未起回。

被捕少年涉持棍指嚇職員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第二隊總督察楊新邦表示，警方

於上周四（5日）早上在元朗一間酒店內拘捕一名27
歲男車手後，翌日再於九龍區拘捕一名涉嫌協助罪犯
潛逃的23歲本地女子。
及至前晚，探員再在天水圍拘捕一名17歲、報稱

無業的本地少年，警方相信他是案中持伸縮警棍指嚇
職員的疑犯。而昨日探員再接再厲，拘捕多一名21
歲持「行街紙」的南亞裔男同黨，並在晚上8時半押
回其在東涌逸東邨勤逸樓的寓所搜查。

昨日傍晚6時許，被捕的17歲男疑犯，被黑頭套蒙
頭，鎖上手銬及腰纏鐵鏈，腰插一支紙製警棍，押回
本月尖沙咀漢口道遇劫的「名人站」鐘錶珠寶店重組
案情，逗留約10分鐘離開。
楊新邦總督察稱，初步調查相信17歲疑犯連同其
他男疑犯，在案發當日於元朗區登乘一輛銀色七人車
抵達尖沙咀犯案，得手後再乘坐同一輛車返回元朗
區。至於首名被捕疑犯因燒傷，目前仍在瑪麗醫院留
醫，17歲男疑犯稍後會被落案控以行劫罪，至於被
捕的23歲女疑犯已獲准保釋候查。
據了解，4名疑犯活躍於元朗及天水圍區，相信當
中27歲男疑犯扮演主要角色，17歲及21歲疑犯則負
責分持伸縮警棍及牛肉刀行劫，23歲女疑犯則協助
27歲疑犯潛逃。楊新邦形容警方高度重視案件，現
時仍有一名疑犯在逃，贓物亦未能起回。
案發於本月1日早上10時半，3名匪徒分持牛肉

刀、鐵鎚及伸縮警棍，闖入上址珠寶店打劫，扑爆一
個飾櫃掠走34隻名錶及39件名貴首飾，總值約2,350
萬元。他們其後登上由第四名同黨駕駛的七人車逃
去，該車當日被棄於落馬洲燒毀。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時任警司的朱經緯在
2014年處理激進示威者違法「佔領」行動期間，因執
行職務被控用警棍襲擊途人，早前被裁定一項襲擊致
造成身體傷害罪罪成，判囚3個月。他一度因此被還
柙逾兩周，其後獲准保釋等候上訴，司法機構網頁顯
示，其上訴案已排期下月8日審理，預計需時兩天。

現時58歲已退休的朱經緯，曾任香港警隊沙田分
區指揮官，位至警司級。案情指2014年11月26日，
仍在職的朱經緯警司奉命於旺角「佔領區」清場期
間，被指於彌敦道666號上海商業銀行外襲擊28歲事
主鄭仲恒。至今年1月3日他被判囚3個月後，隨即
就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並獲准保釋等候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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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經緯上訴案下月審

■回歸紀念日在尖沙咀發生2,300萬元劫
案，其中一人被押返現場作案情重組。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陳俊傑攝

■中區政府總部對開路邊一個垃圾桶突然冒煙起
火，警列作縱火案處理。

▲警方連破5宗巴士刑事毀壞案行動中，
檢獲犯案時所穿衣物及背囊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警方檢獲鎅刀、模型刀等證
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有組織
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O記）早前一項臥底反
黑行動中，疑臥底警員發現有反黑組探員誤招
攬黑幫做「線人」，要求協助設局做假案向上
級「交數」，涉嫌妨礙司法公正，O記探員經
調查昨日拘捕7名涉案者，包括5名反黑組探
員，全部帶署扣查。
被捕7名男子中，5人為荃灣警區反黑組探

員，包括1名警長及4名警員，涉嫌串謀「妨
礙司法公正」罪名，其中一人仍被扣查外，其
餘6人暫准保釋候查，須於7月下旬向警方報

到。
消息稱，2016年警方鎖定一個活躍荃灣區的黑

幫和×和分支，涉嫌誘使大量青少年加入以擴張
勢力，協助打理「黃賭毒」犯罪活動。
O記為打擊黑幫收入來源，派出臥底人員滲入
目標黑幫搜集證據。其間疑臥底警員再發現被數
名反黑組探員招攬黑幫為「線人」。
疑反黑組探員為向上級「交數」，一度指使

「線人」設局做假案，再由反黑組探員假裝接獲
線報破案；臥底警員發現暗中將反黑探員罪行記
錄。

直至上月28日起，O記探員根據臥底警員提供
情報，聯同多個警區展開代號「金輝」反三合會
臥底行動，突擊搜查全港多個地點拘捕63人。事
後臥底警員將反黑組探員指使「栽贓嫁禍」一
事，報告上級。O記探員經調查進行「清理門
戶」，昨日根據資料拘捕7名涉案者，包括5名
反黑組探員，全部涉嫌妨礙司法公正被帶署。
警方發言人表示，警隊非常重視人員的操

守，任何人員干犯違法行為，警隊絕不容忍和
姑息，定必嚴正處理，進行刑事調查及紀律覆
檢。

7月10日(第18/076期)攪珠結果

頭獎：-
二獎：$1,423,250 （1.5注中）
三獎：$89,650 （63.5注中）
多寶：$16,066,925

下次攪珠日期：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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