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羅女士：
警員在人多
地方開槍幾
危險，應該
顧及其他市
民的安全，

擔心流彈會擊中無辜市民，坦
言若遇上警員開槍場面會盡量
避到安全地方。

擔心流彈
倪先生：
警員在港鐵
站人多地方
開槍，擔心
會危及人身
安全問題，

但如果危及市民安全情況下，
認為警方開槍也是應該。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應該開槍

■■開槍女警由同袍陪伴返署助查開槍女警由同袍陪伴返署助查。。

■■探員檢走探員檢走
涉案鎅刀涉案鎅刀。。

■■中槍疑犯送院命危中槍疑犯送院命危。。

■■深水埗站昨早繁忙時段發生深水埗站昨早繁忙時段發生「「鎅刀男鎅刀男」」襲警事件襲警事件，，警方封鎖現場調查警方封鎖現場調查。。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攝

鎅刀漢突施襲 女警果斷開槍
事發上班時間港鐵大堂 23年來「陀槍師姐」第一槍

近期警員開槍事件
■2018年11月7日

兩男女機動部隊警員在深水埗
港鐵站截查一名55歲男子時，
對方突由背包拿出一把鎅刀企
圖襲擊女警，危急關頭，女警
拔槍向他左腹開一槍，事主中
彈送院情況危殆

■2018年8月30日

衝鋒隊警員在大埔林錦公路交
通交匯處調查一宗偷車案，可
疑男司機失事棄車後，登上另
一架銀色寶馬房車逃走，其間
房車企圖撞向一名男警長，警
長向車開一槍，警方其後在廣
福邨截獲左門框中彈的房車，
惜已人去車空

■2018年7月31日

屯門警區反黑組探員在置樂花
園調查運菜貨車被連環刑毀
案，疑犯拒捕及乘車逃走，探
員連開兩槍追截，一名24歲男
子腳部中彈，事後到醫院求醫
被捕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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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警
察通例》第
二 十 九 章

「武力與槍械的使用」列明，警
員拔槍或開槍必須符合以下情
況：
(a) 保護任何人，包括自己，以
免生命受到威脅或身體受到嚴重

傷害；或
(b) 執行拘捕有理由相信剛犯了

嚴重暴力罪行及在犯該等罪行後
企圖逃避逮捕的疑犯；或
(c) 平息騷動或暴亂；
但必須是在不能以較溫和的武

力來達到其目的時，才可使用槍
械。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保命制暴 最後手段

被捕男子姓周，55歲，涉嫌襲警
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罪名，左腹

中槍重傷吐血，半昏迷送院需轉往
深切治療部搶救，情况危殆；事後
周的家人接報趕至醫院獲悉傷勢，
憂心不已。

從事裝修 曾因襲警入獄
據悉，周從事裝修工作，已婚，

與妻子有一名已成年兒子，家住深
水埗區。根據資料，2013年2月，周
在深水埗區曾因襲警被捕及判入獄7
天；周疑因工作關係，背囊經常放
鎅刀等工具，本身無精神病記錄，
襲警原因未明。
開槍女警姓袁，31歲，投身警界6
年，約半年前被派駐守西九龍總區
機動部隊；事後女警在同袍陪伴下
返署助查。根據警隊既定程序，警
員開槍會被安排與心理醫生會面接
受評估，了解有否出現壓力。
另外，警方亦會就開槍案展開深

入調查，確定警員開槍是否符合
《警察通例》槍械使用指引，若證
實違反指引會作出懲處。
消息稱，昨晨約7時40分，西九
龍總區機動部隊兩名男女警員在港
鐵深水埗站內進行反罪惡巡邏，其
間在近D出口大堂位置發現一名胸
前孭背囊姓周男子形跡可疑，兩警
遂上前向周示意停下接受截查。

左腹中槍命危 市民爭相走避
詎料周聞言即伸手入背囊內掏出一
把約15厘米長工業用鎅刀，兩警員見
狀隨即拔槍戒備及作出口頭警告，但

周未有理會推出刀鋒撲向男警施襲，
被男警及時轉身避過攻擊，周隨即轉
身撲向女警企圖襲擊，女警在生命受
威脅下開槍，周左腹中槍重傷倒地，
男女警員趁機上前將其按地制服拘捕
及報告上峰。
案發時正值市民上班上學繁忙時

間，港鐵站大堂有不少學生或上班
族，紛紛被槍聲巨響嚇至爭相走
避，較遠市民僅聽到巨響及看見警
員制服疑犯，未知發生開槍事件；
其間大批警員接報趕至調查，用藤
籃遮蓋遺留地面的涉案鎅刀，中槍
疑犯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警方列作
警員開槍案處理。
事後多名重案組探員到場調查，

初步在疑犯背囊內發現一張相信由
建築公司開出的逾萬元支票，但未
有發現其他武器或違禁品，其間探
員向站內附近商舖要求提供閉路電
視片段蒐證，並檢走涉案鎅刀及女
警的佩槍作進一步檢驗。

警司：開火經有效評估
深水埗分區指揮官周毅剛警司表

示，警隊有充足訓練及指引使用武
力，包括使用槍械，涉事警員當時
是經過有效評估形勢，有信心擊中
疑犯而開槍。案件交由西九龍總區
重案組跟進，包括調查警員開槍是
否符合指引，被捕疑犯背景、持鎅
刀目的及意圖襲擊警員動機。
警方調查期間僅封鎖案發現場大

堂位置，未有封鎖港鐵站出入口，
上班上學未有受影響，港鐵列車服
務亦維持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港鐵深水埗站繁忙

時間發生警員遇襲開槍案件。一名男子昨晨在港鐵站大堂遇上

兩名男女警員截查時，突然從背囊掏出工業用鎅刀撲向警員施

襲，女警生命受威脅口頭警告無效開槍，男子腹部中槍重傷被

捕，送院命危；警方正調查涉案男子犯案動機。這是自1995

年出現「陀槍師姐」後，23年來香港首次有女警執勤期間開

槍制服疑犯事件，因涉及人流繁多的港鐵站範圍，開槍案引起

社會熱論（見另稿）。

深水埗港鐵站昨晨繁
忙時間發生女警開槍
案，事件隨即引起熱

論，究竟警員在港鐵站人多地方面對持刀疑犯
開槍是否適當？香港文匯報昨日分別向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陳克勤、警察員佐級協會
查詢。
陳克勤表示，女警當時生命受到威脅，開

槍是合理決定，但關注在港鐵站開槍或會有流
彈殃及池魚的情況，相信警方會進行內部檢
討。女警除了用火器制服疑犯外，還要短時間
內需準確決定，避免流彈傷及市民是最重要，
相信當時女警是將槍向下發射避免擊中致命部
位，覺得今次女警是展示出本身受過專業訓練
及深思熟慮的做法。

刀傷非小事 可致殘害命
警察員佐級協會人員表示，所知警員開槍

案正在調查中，但根據新聞報道內容評估，當
時女警因生命受威脅而開槍，是符合《警察通
例》槍械使用指引。他解釋，有人指疑犯只是
持刀，警員或者不需要使用到槍械，但其實鎅
刀是可以造成很嚴重的傷害，2005年警員朱
振國在深水埗截查疑犯時，便是遭對方以生果
刀刺傷導致終身殘廢。
他強調，警隊內部對警員用槍一直有嚴格

訓練及守則，訓練時亦會向警員播放遇上不同

襲擊時如何使用武力應對。當警員遇到襲擊
時，可憑過往訓練、經驗、考慮途人及自身安
全等因素，自行判斷使用認為最適合的武力。

葛珮帆：及時制暴保障市民
葛珮帆（EQ）昨晚於facebook表示，相信

女警開槍是為了維持香港治安，是合理的專業
決定，更成功解除了危機。

對於有人認為女警當時開槍可能傷及其他
市民，EQ指這對警方及女警並不公平，若未
能及時制服兇徒，女警或會被襲擊致重傷，其
他市民更會身陷險境。葛更提到當年警員朱振
國在街上截查可疑者時，被利器割頸，至今仍
癱瘓在病床。EQ表示，相信男女警察都同樣
專業及盡忠職守。

阿舜促徹查及增巡邏
作為九龍西立法會議員兼深水埗區議員，

鄭泳舜指明白警方有執法的需要，但在上班時
間和人流較多的港鐵站開槍，全港市民都感到
震驚。鄭泳舜曾致電警方了解事件，同時去信
深水埗指揮官，就警務人員於鬧市開槍是否有
符合相關指引，要求盡快徹查和交代事件。
深水埗區單是今年7月已連續發生兩宗藏槍

案，很多深水埗居民關心當區的治安問題，他
昨日已要求警方加強巡查及執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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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期選舉落下帷幕，民主黨重奪失落8
年的眾議院控制權，共和黨則繼續掌控參議
院，美國總統特朗普未來將不得不面對「分裂
國會」的掣肘。即使如此，多數輿論認為，特
朗普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不會在中期
選舉後改弦更張。不過無論美國政壇如何變
化，我們堅持中美關係合則兩利、鬥則兩傷的
基本取態不可能改變。中國近期的一系列舉措
顯示，中央立足於做好自己，努力擴大開放深
化改革，積極推動創新發展，持續提升抗逆
力。香港也應與國家步伐一致，發揮特殊優
勢，配合國家所需，淡定應對世界風雲變幻。

這次美國中期選舉結果一如預料，參眾兩院
分別由共和黨和民主黨掌控，符合選前的民調
和輿論估計。雖然特朗普選前竭力穿州過省為
黨友站台拉票，但共和黨未能保住眾議院控制
權；另一方面，民主黨的「藍色浪潮」也不至於
讓參議院變天。選舉結果反映美國政治更趨分
裂，支持共和黨的保守派，繼續支持特朗普在移
民等議題上的強硬立場，但女性和少數族裔選民
則更傾向民主黨。共和黨失落對眾議院控制權，
特朗普未來在推動稅改、醫改、基建、移民等問
題上阻力更大，特朗普為鞏固基本盤，或會採取
更保守的政策，導致美國社會的撕裂更深。

在中美貿易戰持續的形勢下，此次美國中期選
舉備受香港關注，觀望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會否
因為中期選舉的結果而有所轉變。雖然特朗普在
選前釋出緩和的信號，他在與國家主席習近平的
電話通話中，同意不斷擴大中美經貿合作，推動
達成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這是特朗普改
變立場的起點，還是影響中期選舉的權宜之計，

仍待觀察，相信中國會審慎判斷和應對。
事實上，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大

政方針不會也不可能被美國對華政策所左右。
無論美國兩院由誰主導，無論特朗普的外交政
策如何調整，中國一方面仍然希望通過真誠溝
通，化解分歧，實現合作共贏；另一方面也會
堅決反對貿易單邊主義及保護主義，繼續維護
自由貿易和推動完善多邊貿易體系。中美關係
是當前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際政治格局
日趨多極化，決定了雙方只有在相互尊重基礎
上妥善管控分歧，在互利互惠基礎上拓展務實
合作，才最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才最有利於
全球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

剛剛在上海開幕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習近平主席提出多項擴大對外開放的措
施，中國持續放寬市場准入，進一步開放金融
服務業等領域，說明了中國正以海納百川的胸
懷，自信地推動中國與全球貿易夥伴的互利合
作，無論對美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是一致、一貫
的。只要持續發展經濟，擴大內需，推動創
新，支持民營企業，把國內市場做大做強，中
國就能從容應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
對此，中央有着清醒的認識，也正在朝着這個
方向堅定前行。

香港一直扮演着連接國家和世界的「超級聯
繫人」角色，國家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香港
也需因應新形勢，運用香港的既有優勢和國際
關係，加強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聯繫，把握各
國最新政經形勢，協助國家與世界各國增進互
信，推動務實合作，為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作
出獨特貢獻，也為香港發展創造新機遇。

審慎評估美中期選舉對中美關係影響
立法會昨日起一連三日辯論施政報告致謝動議。

反對派議員趁機發難，抹黑「明日大嶼」計劃是政
治基建工程，攻擊政府不積極利用棕地和引用《收
回土地條例》收地，反而採用「敗家」的冒險方式
填海造地。事實上，很多專業學者的科學分析都顯
示，填海較其他開發土地途徑更具成本效益，不會
受到相當複雜的利益糾纏和法律挑戰，能夠較快提
供產權清晰的大片土地，是本港解決土地房屋難題
的可靠辦法。反對派的指責，故意無視事實真相和
科學理據，為狙擊「明日大嶼」計劃混淆視聽，繼
續為反而反，不惜阻礙香港發展，損害公眾利益。

本港土地珍貴，開發各種現有土地牽涉眾多持份
者的利益，問題糾結複雜。現時本港有540公頃棕
地已納入發展計劃，但由於涉及複雜的收地、清拆
及補償、諮詢、改變規劃過程，至今未有太大進
展。棕地較為集中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由
2008年開始規劃，至今已有10年，政府連一幅地
都未收到。

若政府強行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勢必引
發連場訴訟，拖慢發展。對所謂政府可以輕易用
《收回土地條例》收回新界土地的講法，前地政總
署署長劉勵超反駁，稱該把「尚方寶劍」已經用得
很鈍，收地困難，時間亦長，屆時「近水」變成
「遠水」。他指出，動用條例有受司法覆核挑戰的
風檢。上世紀80年代政府收地在英國樞密院敗訴，
才引起棕地問題。如今，政府一旦在《收回土地條
例》的司法覆核敗訴，影響更深遠。而且，棕地零
散各處，難以作整體規劃發展，社區設施亦難以配
套；政府更要另尋覓土地，安置棕地的原有作業
者，反而增加土地供應的壓力。

至於發展新界農地、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等開發土

地方式，同樣涉及土地業權、環保問題，還涉及修
改郊野公園條例等複雜法律問題，難以在短時間內
取得進展，更遑論取得大量可以集中發展的土地，
而且當中所牽涉的發展成本亦十分高昂。

相比之下，「明日大嶼」計劃填海造地1,700公
頃，不涉及業權爭議和法律問題，如一張白紙，方
便靈活規劃土地用途，不僅能提供最多40萬個住宅
單位，集中解決市民的住屋需求，同時大規模增加
商業用地，打造新的商業核心區，有完善的康樂、
運動、醫療等社區設施，創造30多萬個職位，滿足
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日前，38位經濟學教授及學者的聯署聲明，就
「明日大嶼」計劃作初步成本效益分析。學者的分
析指出，初步估計人工島填海的成本每方呎為
1,300元至1,500元；若政府收回棕地或農地作發
展，每方呎成本近1,700元，較填海高。填海賣地
收入初步估計高達8,400億元，超過填海總成本的
五六千億元。更何況填海明顯改善住屋問題，刺激
商業繁榮，創造就業職位，帶來難以估量的無形價
值。因此，填海「不但是可負擔的方案，更加是上
佳的投資」。

反對派對本港土地供應不足的癥結視而不見，長
期以來攻擊政府收購、開發農地是官商勾結，「新
界東北發展計劃」遭受的無理阻撓，市民記憶猶
新。可笑的是，如今反對派為了阻礙「明日大嶼」
計劃，竟然以有限發展棕地和農地為理由要求政府
放棄填海，再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充分暴
露反對派一切都以政治先行，根本不會認真評估、
比較各種開發土地方式的優劣和可行性。對他們這
種荒謬的政治化操作，香港市民一定要認清真相，
明辨是非，堅定捍衛自己的福祉和香港長遠利益。

填海更具成本效益 無理阻礙損港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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