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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女警判斷正確 依守則開槍

「獨人」袁智駒暴動縱火罪成
須還柙「等埋其他被告」梁天琦容偉業等拒認罪

前年大年初一深夜持續至

翌日清晨的旺角暴動案，包

括「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

人梁天琦、「美國隊長」容偉業等5人分別被

控以參與暴動、參與非法集結、襲警、縱火等

罪，案件昨日在高院正式開審，當中4人否認

控罪，而被告袁智駒率先承認兩項暴動及一項

縱火罪，法官裁定他罪成，法庭待審結其餘被

告控罪後才處理其判刑，袁的保釋撤銷，須即

時還柙等候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A10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勞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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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頓前項目總監：潘焯鴻作故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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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一遊行後今年十一遊行後，，袁智袁智
駒與駒與「「學生獨立聯盟學生獨立聯盟」」陳陳
家駒家駒、、何俊謙及中大學生何俊謙及中大學生
會副會長陳偉霖開會會副會長陳偉霖開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攝攝

■■反對派今年舉行十一遊行時反對派今年舉行十一遊行時，，袁智駒袁智駒（（左左
一一））與與「「學生獨立聯盟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駒召集人陳家駒（（中中））
在沿途擺街站在沿途擺街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攝攝

■在法庭上承認兩項暴動罪及一項
縱火罪的袁智駒是「港獨」暴力組
織「本土民主前線」的骨幹。

資料圖片

深水埗港鐵站前日早上繁忙時段發
生警員開槍案，對於坊間有議論警員
在人多地方開槍或對市民構成危險問
題，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認為女警決
定「做得好」，當時是有必要開槍以
保障自己安全。
另警方公佈，經初步調查確定警員
是根據武力使用守則，以及當時的現

場環境作出正確的判斷，防止身體受到嚴
重傷害，及成功制止一宗暴力罪行。

已取出彈頭 疑犯仍危殆
中槍被捕55歲姓周疑犯，昨午經醫生進
行手術已成功從體內取出彈頭，惟他仍需
繼續留醫深切治療部治理，情況危殆，暫
時未能錄取口供，有警員在病房門外駐
守。前晚深夜，網上流傳涉事港鐵站內有
店舖閉路電視所拍攝到的案發過程片段，
隱約可見當時疑犯先撲向男警企圖施襲不
果，隨即轉身撲向女警企圖襲擊，女警生
命受威脅下近距離開槍，疑犯中槍應聲受
傷倒地，但仍不斷掙扎，兩名警員隨即上
前合力將其按地制服拘捕及通知上峰。

黎棟國讚女警「做得好」
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表示，根據傳媒資料及相關閉路電視

片段所知，當時涉案男子所持鎅刀的刀鋒
已經顯露，顯示他有攻擊意圖，屬於「危
險狀態」，認為女警決定「做得好」，當
時是有必要開槍以保障自己安全。
對於有議論警員在人多地方開槍或對市民

構成危險問題。黎棟國指，警隊內部指引列
明警務人員可在某些情況下使用槍械，認為
如果有人想評論事件，必須要設身處地，將
自己換轉個角色去看，「若事後從一個普通
人以不處於現場環境去評論，好可能對錯了
焦。」被問及警員應向身體什麼部位開槍合
適，他表示開槍目的是阻止對方攻擊，故開
槍是確保能擊中目標。

鄧炳強探望兩警員打氣

開槍姓袁女警，洋名「阿Wing」，前日
案發後她將遇襲過程向負責調查的重案組探
員詳細交代，探員再根據港鐵站內店舖閉路
電視錄得片段比較調查，確定她是根據武力
使用守則作出正確的判斷。
昨日阿Wing如常返回西九龍總區機動部

隊當更，其間行動處處長鄧炳強專程前往探
望她及一同制服疑犯的男警員，以示鼓勵及
打氣。
昨日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探員再到深水埗

港鐵站進行調查，分別向店舖及途經市民

查詢有否目擊開槍案發生經過，相信是尋
找目擊證人提供資料。
另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昨日深水埗港
鐵站內不時有軍裝警員巡邏，其間不斷留
意有否可疑人物。
香港首次有女警執勤期間開槍制服疑犯

事件，發生於前日早上7時許，一名曾有襲
警案底男子在深水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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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鎅刀作武器分別撲向兩警施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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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鄧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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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沙中線紅磡站工程調查委
員會昨日繼續聆訊，首度由總承
建商禮頓員工作供。已退休、目
前身在澳洲的禮頓項目總監 Mal-
colm Plummer 透過視像會議作供
時，否認曾提及紅磡站工程有貪
污，稱是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
焯鴻「作出來」，又指從未發現
有剪鋼筋情況，禮頓從來沒有與
分判商簽署保密協議。
代表禮頓的資深大律師石永泰於庭

上指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焯鴻本周
一作供時，提及曾與Plummer 討論過
紅磡站工程貪污問題嚴重。Plummer
作供時否認，直指潘焯鴻說謊。
他其後被調查委員會主席夏正民問

是否有向潘焯鴻談及紅磡站工程有
「走捷徑」等引致的貪污問題時表
示，只是潘焯鴻編造的謊言。
調查委員會律師展示2015年12月禮

頓向分判商泛迅發出的不合格報告，
涉及紅磡站東西月台層板5支鋼筋被剪
的問題，上面有Plummer的名字，但
由另一名禮頓項目總監代他簽署。
Plummer表示，無印象見過該份報

告，又指是昨早才首次看到報告的文

件及鋼筋相片。
中科律師則引述Plummer在供詞中

提到，會追蹤不合格報告，又指不記
得有任何扭不好或剪鋼筋的情況。
Plummer強調，自己一直沒有發現有
剪鋼筋情況，直至今年中才有人通知
他。被政府代表律師問到是否有參與
發出不合格報告時，Plummer指很多
人都夠發報告，視乎自己是否在場，
有些有份決定，但肯定並非全部。
他並指，並非每份報告都會交給他
考慮，例如2015年發給泛迅的不合格
報告，也是昨日才第一次見到。
政府代表律師問他剪鋼筋是否嚴重

的問題，Plummer認同有需要調查，
至於是否屬嚴重失當，要視乎為何要
這樣做。他表示，沒有聽過扭鋼筋有
困難或螺絲帽有損毀。他續說，縱使
他作為項目總監，亦無原因要知道，
只要工人修正好便可，並指如果禮頓
工人要處理，他亦不會知道。
他又指，禮頓從來沒有與分判商簽
署保密協議。

泛迅：禮頓三提有人剪筋
調查委員會昨日下午傳召泛迅地盤

管工張釗鋒作供。張釗鋒承認，禮頓
曾於2015年的4個月內，3次向他提及
有工人剪短鋼筋。
他表示，第一次收到禮頓報告事件後，

並無向泛迅負責人潘偉山匯報，直至第
二次收到報告時，感到極度詫異，認為
事態嚴重，隨即向公司匯報。
他續說，曾經查問地盤工人，但無
人承認責任，他認為接二連三有工人
魯莽地剪短鋼筋是不能接受，承認自
己作為管工亦有疏忽，之後已嚴厲訓
示工人及加緊巡視，若事件再發生會
開除工人。
張釗鋒續說指，雖然禮頓2015年向
泛迅發出不合格報告，收件人是他本
人，但自己於今年6月與港鐵會面時，
才首次閱覽整份報告內容。
代表委員會律師向張釗鋒查問有否

看見泛迅工人剪短鋼筋。張釗鋒表
示，並無親眼見過，但有扎鐵工人向
他提過如果鋼筋螺絲帽不足，會剪短
另一款螺絲帽取代。他表示，必定會
阻止工人以該方式補救，強調不夠材
料，可等待新一批材料運到，並無需
要剪短另一款鋼筋螺絲帽頂替。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鄺福強）警方偵
破利用電子錢包盜用信用卡購物案。一名連鎖店男
職員藉詞協助而盜取顧客信用卡資料，再捆綁到自
己電子錢包瘋狂購物達83萬元，幸銀行及時發現
截停逾九成交易及報警，警員經調查前日拘捕涉案
職員帶署。
被捕男子姓張，20歲，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
財產」罪名，通宵扣查。
據悉，張為一間連鎖電器店售貨員，剛入職僅1
個月，疑趁公司與銀行信用卡合作手機電子錢包購
物優惠推廣，於本月2日至4日間藉詞協助7名顧
客進行手機登記時，暗中偷取信用卡號碼捆綁到自
己手機，再利用顧客手機收到銀行發出的簽證碼為
自己手機開通賬戶。
消息稱，直至本周一（5日），張趁放假到旺角
多間有提供電子錢包消費的店舖，盜用7名顧客的
信用卡瘋狂購物達15次，包括音響器材及金飾等
貴價貨品，甚至於便利店購買飲品，涉案金額達83
萬元，最大一宗交易是在金飾店購買34萬元金
飾，銀行職員因發現同一電子錢包連續使用7張屬
於不同卡主的信用卡消費惹人懷疑，故截停交易，
成功阻止12宗交易過賬，但仍有3宗交易順利過
賬，包括在便利店購買飲品、於一間電器店購買總
值約4,000元的電風筒及耳筒；翌日（6日）銀行
報警。

盜7客資料綁電子錢包
售貨員狂嘟83萬元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沉迷賭博
豈止是倒錢落海？明愛展晴中心研究發
現，逾90%賭徒的配偶感到受情緒困擾及
沒有安全感，另有近80%受訪者感到自己
很失敗或擔心會家散人亡，更有22%受訪
者企圖以死相諫。中心呼籲賭徒的配偶，
切勿以傷害自己或家人的方式令賭徒改過
自新，應以「不離、不棄、不借」的態度
與伴侶相處，並勇於尋求戒賭輔導機構的
協助。
明愛展晴中心就賭博失調者對配偶的影

響，研究逾千名賭徒配偶在情緒、思維、
經濟和人際關係的狀況。調查發現，賭徒
配偶長期受賭博問題的影響，逾90%受訪
者感到受情緒困擾和沒有安全感，88.2%
受訪者終日提心吊膽；29.5%更有自殺的
念頭、22%企圖以死相諫、16.8%曾經傷
害自己。
研究同時發現，79.5%受訪者擔心伴侶

賭博會導致家散人亡，亦有78.1%受訪者
感到自己很失敗；近90%賭徒配偶會與伴
侶爭吵、71.2%會忽略自己和家人的需
要、66.1%會向親朋戚友隱瞞伴侶賭博的
事實，30. 9%受訪者更會將自己的情緒發
洩在子女身上。

逾半人向親友借貸還債
家庭經濟方面，90.7%受訪者感到家庭

生活水平下降，67.9%認為會影響自己的
工作，分別有55.6%及45.7%受訪者要向
親友借貸或變賣財產為伴侶還債。

配偶沉迷賭博
近三成人曾想死

■逾90%賭徒的配偶感到受情緒困擾及
沒有安全感。

除認罪的被告袁智駒（28歲）外，其餘4名被告當
中，梁天琦（26歲）、李諾文（22歲）、林傲軒

（23歲）各被控1項暴動罪，控罪指他們於2016年2月
8日至9日在砵蘭街參與暴動；而「美國隊長」容偉業
（34歲）則被控4項暴動、一項煽惑非法集結、一項非
法集結及一項襲警罪，控罪指容於2月8日至9日先後
在砵蘭街、亞皆老街、山東街及花園街參與暴動，在砵
蘭街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參與非法集結，及於亞皆
老街襲擊警員孔憲裘。
至於被告袁智駒承認的兩項暴動和一項縱火罪，其中

兩項暴動罪指他於2016年2月8日至9日在旺角砵蘭街
參與暴動；於2月9日在旺角山東街參與暴動。縱火控
罪則指他於2月9日在洗衣街及山東街交界用火損壞一
個橙色垃圾桶及一個垃圾、廢物回收箱。

整案預審訊70天
法庭處理完袁的案件後，繼續進行案中其他法庭程
序，控辯雙方作法律爭議，法官押後至今日再作裁決。
整案預計需審訊70天。

昨日在法庭上承認兩項
參與暴動罪及一項縱火罪
而被法官下令即時還柙的
袁智駒，由於並非「港
獨」組織頭目，因此外界
對其背景了解的並不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袁
智駒在旺暴發生時，屬於
「港獨」暴力組織「本土
民主前線」的骨幹成員，
與「本民前」兩名頭目梁
天琦及黃台仰關係密切。
在「本民前」成員四散
後，袁智駒又轉而「埋
堆」新興的「港獨」組織
「學生獨立聯盟」，與
「學獨聯」頭目陳家駒混
得很熟。
據了解，今年28歲的袁

智駒，與家人同住在秀茂
坪寶達邨，他曾就讀明愛
白英奇專業學校設計學
系，巧合的是，「本民
前」頭目黃台仰也就讀同
一個系，而後者也因涉
「旺暴」案多項罪名，目
前已潛逃到國外藏匿。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所

知，早在2014年 12月下
旬「本民前」成立時，袁
智駒已是「創黨」成員之

一。他在畢業後從事紙藝
創作及平面設計，更曾成
立自家紙藝創作品牌，原
本前途一片光明，但因
「旺暴」和經常搞「港
獨」影響事業，只能打散
工維持生計，其間曾短暫
從事保安工作。
在2016年2月「旺暴」
後不久，袁智駒與「港
獨」同黨成立「星光同
盟」，主要是負責籌款
支援「旺暴」參與者，
但由於賬目混亂及懷疑
有人「穿櫃桶底」而經
常受到「本土派」中人
指責。
近年，「本民前」成
員或因判囚、或因潛
逃，或因洗手不幹，該
組織基本崩潰，但執意
搞「港獨」的袁智駒則
轉而與「學獨聯」陳家
駒混得很熟。今年「七
一遊行」，袁智駒一早
便搬了一大堆物資到灣
仔與陳家駒合作搞街
站。有「本土派」組織
成員認為，由於袁智駒
仍是「星火同盟」成
員，因此不排除袁智駒
為「學獨聯」提供物資
上支援。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得民

■行動處處長鄧炳強(右)昨日探望開槍女警(中)及一同制服男疑犯的男警(左)，以示鼓勵
及打氣。

■中槍疑犯
昨日繼續留
醫深切治療
部 治 理 ，
情況危殆，
有警員在病
房 門 外 駐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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