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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蒙面減犯法 無礙日常生活
李家超：警核實身份促除罩正常 鄭若驊：規例顧及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運
輸公司男東主，疑不堪暴徒逾4個月來的
暴力行徑，嚴重損害香港經濟，令其生意
額大幅倒退，精神備受困擾。前晚他駕寶
馬房車駛經深井汀九橋時，疑一時感觸，
停車攀過橋邊圍欄企圖跳橋自殺，幸及時
被發現勸止，經警員和消防員近一小時耐
心勸解，終令他打消尋死念頭，送院檢
查。

拯救人員苦勸1小時
獲救男子姓李（33歲），現場為汀九橋往

元朗方向近橋的中段位置。前晚深夜11時
13分，戴鴨舌帽，穿白色上衣及穿短褲的
李，駕駛一輛黑色寶馬房車駛經上址，疑一
時感觸，將車停在路肩後，落車攀過橋邊約
米半高圍欄，危站橋壆上，險象環生。汀九
橋的當值職員發現，立即報警。
未幾，警員、消防員及救援員相繼到場

游說，直至昨日午夜零時許，事主終被勸
服返回安全地方，再由救護車送往仁濟醫
院檢查。
據悉，經營運輸公司的李，疑因近期暴徒

不斷搞事及將破壞程度升級，嚴重打擊香港
經濟，亦連帶他的生意一落千丈，而早前他
又曾與妻子發生爭執。在雙重困擾下，李駕
車駛經汀九橋時，突萌死念，幸及時被勸
回，未釀成悲劇。

暴亂害慘公司
老闆圖跳汀九橋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

暴力衝擊在香港已持續逾4個月，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
明言，社會正為此付出沉重代
價，其中飲食業已最少有約100間
食肆結業，約2,000名員工受影
響。他強調，暴力不能解決問
題，企圖「攬炒」只會打擊各行
各業經濟和一眾打工仔的生計，
呼籲業主和發展商考慮以各種安
排如減租、提供免租期等，協助
租戶紓緩經營壓力。

人人自危 活動腰斬
他指，現時不少市民出行往往

要花上數小時才到達目的地，還
要擔心人身安全，生活在焦慮和
惶恐當中。零售及餐飲業受到沉
重打擊，消費意慾疲弱。更甚是
一旦被鎖定為欺凌的對象，輕則
店舖被嚴重滋擾，無法正常營
業；重則店舖設施被焚、被毁，
店員人身安全也受嚴重威脅。
他引述零售業界指，有商店已
迫於無奈減少分店數目或縮減人
手。飲食業就反映已最少有約100
間食肆結業，約2,000名員工受影
響。而多項大型本地盛事，例如
美酒佳餚巡禮、香港單車節、渡
海泳及一些球賽等，均基於安全

理由而取消。

停止「攬炒」放下爭鬥
陳茂波坦言，不論大家的理念如

何不同，經過這段日子，都應能清
晰看到，暴力不能解決問題，企圖
「攬炒」只會打擊各行各業經濟和
一眾打工仔的生計。面對前所未見
的困難，整個社會實在沒有繼續撕
裂下去的本錢，故除停止暴力、盡
快恢復秩序外，政府、社會各界，
以至每個人均須暫且放下爭鬥，以
同坐一條船的精神，盡力走多一步
互相扶持，共渡時艱。
他指，香港經濟放緩，正步入技

術性衰退的趨勢，當經濟持續負增
長後，失業率的上升速度會很快。
為了撐企業、保就業，他在8月中

推出總額逾191億元的紓困措施，
其中就政府物業的租戶減租一半、
為期半年，已經生效。公營機構包
括房協、房委會、科學園、數碼港
及環保園亦已先後宣佈，跟隨政府
向租戶提供半年減租優惠。

港鐵體諒 調整租金
此外，政府已跟港鐵、機管

局，領展以及一些大型商場業主
溝通，大家都體諒現時的經營困
難，願意協助生意受影響的租
戶，紓緩他們的經營壓力。其中
港鐵已為部分生意受影響較大的
小商戶提供臨時租金調整方案，
並會視乎情況，給予其他商戶紓
緩的安排。機管局已推出消費回
贈推廣，亦正考慮協助租戶紓緩
壓力。至於領展，已就商戶受影
響的程度收集營運數據，以制訂
方案，提供紓緩措施。
陳茂波希望其他業主和發展商

都可以考慮以各種安排，例如減
租、提供免租期，又或是其他方
式協助零售租戶紓緩經營壓力，
一同應對這次環球經濟放緩及本
地社會事件帶來的巨大挑戰，因
無論是遏止暴力、或是支撐經
濟，均需要社會各方面同心協
力，才能奏效。

財爺籲減租助商戶渡時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友光）3名持
不同政見男女，上月14日在牛頭角淘
大花園商場，分別遭大批暴徒圍毆至昏
迷及打脫3顆牙齒的嚴重暴力案件，以
及元朗YOHO MALL商場上月21日發
生的非法集結及破壞案件，警方有組織
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Ｏ記）經深入調
查和搜證，昨日拘捕3名涉案男子，當
中包括一名15歲中學生。3人目前仍被
扣留調查背景、是否受人操控等，不排
除稍後會有更多人被捕。
被捕的3名男子分別為28歲地盤工人，
15歲學生和25歲裝修工人。警方指，被
捕的地盤工人和學生，涉嫌9月14日下午
在淘大商場非法集結，又疑因政見問題與

多人口角及爆發衝突，其間兩人聯同其他
人進行襲擊兩名男女市民。

3人皆涉非法集結
據悉，當中28歲的地盤工人，先在
商場內襲擊兩名男女市民，而15歲男
學生則在另一時段及地點，用手腳及雨
傘襲擊另一名女市民，其後再夥同該名
28歲男子一起毆打同一名已受傷的男市
民。28歲疑犯因而被以「非法集結」及
「傷人」罪名拘捕，而15歲男生則被
以「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及「非法集
結」罪名拘捕。
至於被捕的25歲裝修工人，被指9月

21日晚上聯同其他人在元朗YOHO

MALL商場破壞鐵閘、閉路電視鏡頭以
及消防設備等公物，他涉嫌「刑事毀
壞」及「非法集結」被捕。
警方表示，初步調查顯示在淘大花園

商場遇襲受傷的1男2女，俱因持不同
政見而與現場人士爭執，其後再被圍堵
指罵及拳打腳踢襲擊，3人分告頭、手
及腳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傷和瘀傷，其中
男傷者一度被打至昏迷地上，另外一名
女傷者亦被打至3顆牙齒脫落。
警方重申，十分重視公物被刻意破

壞，以及所謂「私了」（行私刑）的襲
擊不同政見市民的案件，無論暴徒以任
何方法企圖掩飾身份犯案，警方均有信
心及有能力偵破案件，嚴正追究。

葵涌3男4女涉刑毀被捕
另外，葵青警區刑事部根據情報，昨

日下午約3時半採取拘捕行動，拘捕3
男4女（13至53歲）涉嫌刑事毀壞。葵
青警區刑事部人員於葵芳地鐵站一帶發
現有十數名身穿黑衣及戴有口罩及面罩
的可疑人於葵富路11號一商場外一帶
聚集，人員尾隨有關人士至興芳路223
號一商場內的店舖，發現有關人士於該
店舖內大肆破壞，人員隨即拘捕其中3
男4女，涉嫌刑事毀壞。有關店舖的損
失仍有待點算，案件交由葵青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三隊跟進。所有被捕人現正被
扣留調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陳茂波籲業主和發展商以減租等
方法紓緩租戶壓力。 網誌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黑
衣魔辱警、仇警，已令人髮指。昨日
下午，黑衣魔在各區四處破壞，有警
員傍晚在港鐵觀塘站執勤期間，被黑
衣魔近距離以利器從後割頸，警員受
傷流血，及後警員被送往聯合醫院醫
治，情況穩定。對於暴徒企圖以鎅刀
襲警、喪心病狂的行為，立法會多個
政黨昨日發表聲明，對黑衣魔予以強
烈譴責。

葛珮帆：防「破窗效應」蔓延
民建聯表示，暴徒在觀塘港鐵站以

鎅刀襲警行為喪心病狂。須作出強烈
譴責兇徒暴行，並支持警方依法執
法。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亦指
出，東九龍衝鋒隊一名警長，於觀塘
港鐵站處理一宗刑事毀壞案件時，遭
遇暴徒頑抗，其間有一名暴徒以鎅刀
襲警，割其頸部，幸傷勢穩定。
葛珮帆表示，強烈譴責這些喪心病

狂行為，並支持警方依法執法緝拿犯
罪分子。同時，特區政府也須提高警
惕，盡快以強力手段止暴制亂，維護
法治，防止此類「破窗效應」繼續蔓
延。

工聯會：暴徒喪盡天良
工聯會發表聲明，批評辱警仇警歪

風不斷，更發生暴徒以鎅刀襲警察頸
部的極為惡毒行為。辱警、仇警，法
理不容，若涉嫌謀殺，更見暴徒喪盡
天良，應受到嚴懲！
聲明還提到，暴徒不顧香港前途，

到處以升級武力肆無忌憚地破壞：政
府合署、港鐵、商場、中資機構及政
見不同的私營企業和店舖，而工聯會
屬下的醫療所、業餘進修中心、職業
發展、地區服務及區議員（林文輝、
鄧焯謙和簡兆祺）的辦事處等，多個
處所也被針對而被惡意破壞。有窗戶
玻璃、招牌、大閘、門鎖及保安等設
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毀。工聯會強烈
譴責此等暴行。

葉劉淑儀：行為無法無天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立法會議員

葉劉淑儀指出，大批暴徒在全港多區
港鐵車站、政府大樓設施、議員辦事
處等大肆破壞，甚至公然襲擊警員。
東九龍衝鋒隊一名警長在觀塘執勤
時，混亂期間竟有暴徒以利器襲擊其
頸部，導致警員受傷並血流如注，暴
徒的行為簡直是無法無天、令人髮
指，對其暴行予以最嚴厲譴責。她並
在此慰問受傷警員，祝他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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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昨日在一個電視節目上表示，禁
蒙面法是針對參與遊行示威蒙面的

人，所以他們對該例「有反應」是預期之
內，但政府望通過規例能讓香港回復過
去。他解釋，在犯罪學或人群心理學方
面，禁止蒙面會減少犯法行為，因若果群
眾有共同標記如蒙面，會令人容易失去自
己角色，只要有人作出犯法行為，包括擲
汽油彈等，其他人便會容易跟隨。所以政
府希望藉立法帶出阻嚇性。

警執勤時盼記者明示證件
李家超續說，禁蒙面法最主要是兩項新
條款，第一條是禁止在集會中戴一些防止
識別身份的蒙面物品；另一條是警務人員
在任何公眾地方，在查核身份時，可以要

求有關人等除面罩來核實身份。他直言警
員要求對方移除口罩或蒙面物品是常理。
對於有前線急救員及記者遭前線警員要

求除下口罩，令人質疑警員對條例不熟
悉。李家超回應指，警方在例行記者會已
解釋過曾在示威現場發現假記者證，亦有
警員在行動中找出一些持有記者證但不是
記者的人。
他冀記者在執行職務時，將記者身份，

例如記者證明確顯示出來，當警方需要採
取行動時，便可盡快作澄清，強調「大家
都應互相尊重、互相體諒對方」。
李家超同意香港問題不能只靠警隊解

決，整體社會的問題、政治的問題，政
府是責無旁貸，但目前必須先靠警方執
法制止暴力，希望市民明白警方只是維

護法紀。

鄭若驊：新例無損集會自由
鄭若驊昨日發表網誌指出，禁止在遊行
集會時蒙面，可有助警方調查和執法，阻
止暴力人士在掩飾身份下犯罪並逍遙法
外。政府在制訂規例時，已充分顧及基本
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內的人權保
障，包括言論自由、和平集會和私生活的
權利。

但這些權利並非絕對，而是可施加限
制，惟有關限制需符合相稱性的原則，包
括是否已在措施所帶來的社會利益及對個
人權利的限制之間取得合理平衡。
她強調，規例不會損害市民言論自由與

和平集會自由，因他們仍可在不蒙面的情
況下，自由參加合法、和平的公眾活動。
而市民在公眾地方被警務人員要求移除口
罩或蒙面物品以核實身份，只要核實完成
後，是可立即戴回口罩或蒙面物品，故新

措施對市民權利的干擾極為有限。
另外，除在規例訂明的情況下不可使用
蒙面物品外，市民在其他情況下一般仍可
戴上口罩，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不大。
對於外界指政府的做法是繞過立法會進

行立法，鄭若驊直指說法並不正確，因
為規例是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所
制訂，是一項附屬法例，會按規定提交
予立法會省覽，包括通過決議提出修訂
規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

《禁止蒙面規例》已逾一星期，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表示，警員在公眾地方

核實市民身份時，要求對方移除口罩或蒙面物品是常理，並指禁止蒙面可

減少犯法行為。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網誌指出，政府在制訂規例時，已充

分顧及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內的人權保障，市民在一般情況下

仍可戴口罩，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不大。

分涉淘大元朗騷亂 3暴徒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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