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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責任編輯：常 樂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10月1日「民陣」發起遊行演變
六區暴亂，其中黃大仙區龍翔道
一帶有暴徒涉嫌燒車、投擲汽油
彈及磚頭等物品，警方拘捕多
人。當中15人被控暴動罪，11人
被控非法集結罪，26人分兩案昨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訊，各被告
毋須答辯，續准保釋至明年再
訊，以待控方索取法律意見。當
中有5名被告分別以學業、旅遊
和參加同學婚禮等理由，申請一
次性離港，被主任裁判官羅德泉
拒絕。
涉非法集結的7男4女被告(14
歲至29歲)，分別為高子晉、甄
健輝、梁蔚柔、呂諾兒、許忻
陽、李咏梅、羅妙霏、林坤煒、

鍾孝庭，以及2名只有15歲及14
歲的楊姓和吳姓男童。控罪指他
們於今年10月1日，在黃大仙鳳
德道及盈鳳里，與其他不知名人
士參與非法集結。
控方表示調查已完成，但仍需

時索法律意見，其中梁蔚柔、李
咏梅及林坤煒以學業、旅遊、參
加同學婚禮為由，提一次性離港
申請，港大生甄健輝因早已申請
到加拿大作交換生，申請剔除不
可離港的保釋條件。羅官聽取陳
辭後，拒絕4人申請，全部11人
以原有條件保釋候訊，即以現金
1,000至1,500元保釋、其間不得
離港、居於報稱地址、每周一次
往就近警署報到等，案件押後至
明年2月6日再訊。

暴動罪涉15人，包括8男7女
被告(16歲至28歲)，他們是郭小
杰、張啟昌、何文謙、溫梓霖、
麥浩偉、譚鈞朗、鄧有釗、方
銘、楊泳儀、卓巧珠、郭晞桐、
鄧茜芸、戴珮玲、王明佑和伍祖
儀，他們被指於同一日，在黃大
仙龍翔道一帶參與暴動。被告何
文謙及溫梓霖申請減少報到時間
獲批准，麥浩偉則獲准更改報到
警署。而鄧茜芸則申請一次性離
港，惟申請被否決。其餘被告以
原有條件保釋候訊，即以現金
1,000 至 5,000 元保釋、不得離
港、居於報稱地址、每周一次往
就近警署報到。案件將於明年1
月31日再訊，以便索取律政司法
律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泛
暴派網民前晚發起「十八區商場和你
唱」，「聲援」留守理工大學的暴
徒，其間有非法示威者在馬鞍山廣
場，趁亂破壞商場內4間店舖後逃離現
場。警方其後接獲報案追蹤至附近的
海濱長廊截獲8名涉案男女，檢獲扳
手、剪刀等，當中年齡最小的只有12
歲，他們分涉刑事毀壞及藏有攻擊性
武器被捕帶署扣查。
被捕的8人年齡介乎12歲至17歲，其

中一名為女性，全部涉嫌刑事毀壞被通
宵扣查。當中一名12歲及一名13歲男
童，因身上分別被搜出一把剪刀，一個
扳手及一把六合匙，另涉藏有攻擊性武
器罪名被捕。案件目前交沙田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四隊跟進。

前晚8時半開始，有數百名非法示威
者響應泛暴派網民發起的「十八區商
場和你唱」活動，分別在旺角MO-
KO、朗豪坊、沙田新城市廣場、銅鑼
灣時代廣場、觀塘apm、馬鞍山廣場及
新港城中心等商場聚集，唱歌及高叫
口號。

警接報追蹤至海濱長廊拉人
在活動進行至當晚10時左右，警方
突接獲報案指有人在馬鞍山廣場破壞
店舖，立即調派防暴警到場調查，證
實共有4間店舖遭受破壞，惟涉案人士
已離開。其後警方再接獲市民舉報，
指有一批形跡可疑的年輕人在附近馬
鞍山海濱長廊聚集，遂再派員前往調
查，其間拘捕7男1女，相信他們與早

前的連環破壞店舖案有關。
據報，在警員調查8名涉案年輕人期

間，有多名自稱「街坊」者到場叫罵
阻撓，又用手機拍攝及高聲查問被捕
人士姓名。當8名疑犯被帶回馬鞍山警
署後，續有十數名自稱「街坊」者到

場，另有被捕者的家長到達警署接觸
被捕者。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

學昨證實，其中兩名被捕者為該校低
年級學生，負責老師前晚已到警署了
解及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地盤工涉今年
9月下旬，在互聯網公開群組發表失實言論，煽動市
民包圍新屋嶺扣留中心。他被控一項煽惑他人非法
集結罪，案件昨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訊。由於辯
方需時索取文件及答辯，申請押後案件及剔除被告
不可離港的保釋條件，主任裁判官羅德泉最終批准
案件押後至明年1月23日再訊，但拒絕更改保釋條
件的申請。
報稱任職地盤工人的男被告潘榕偉（36歲），控

罪指他今年9月19日至21日，在香港煽惑身份不詳
的人到新屋嶺扣留中心外參與非法集結，作出擾亂秩
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行為，
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
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藉以上行為激使他
人破壞社會安寧。
被告早前獲准以1,000元保釋，候訊期間不得離

開香港，以及禁止再發放任何煽動暴力的資訊，每
周到警署報到一次等。

煽圍新屋嶺 地盤工被控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泛暴派為迫
使市民進行「三罷」，本月11日發起全港堵
路，意圖癱瘓交通。其間一名17歲副學士男生
涉以竹枝堵塞港鐵東鐵線路軌，早前被起訴危
害乘客安全等兩宗罪，還柙至下月27日在粉嶺
裁判法院再提訊，被告昨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
待覆核，但被拒絕，須繼續還柙候訊。另外3
名男女學生分涉本月18日在葵涌紀律部隊宿舍
外，以及同日在油麻地管有攻擊性武器，同樣
向法庭再申請保釋亦被拒絕。
涉用竹枝堵塞東鐵路軌的男被告伍瑋浩

（17歲），是浸會大學副學士一年級學
生，他早前與案中另外8名被告被控，伍面
對一項意圖危害乘客安全而在鐵路上放置物
品罪和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控罪指他今
年 11 月 11 日在大埔公路元洲仔近燈柱
EC0659天橋，將一些竹枝非法及惡意放在
或擲於大埔墟鐵路上，另同日於大埔吐露港
公路管有一支鐵筆。

3人管有攻擊性武器
另外兩名被控管有攻擊性武器的被告，分

為中五男生冼振傑（17歲），及在英國大
學攻讀法律系一年級的返港女生湯嘉欣（20
歲），兩人各被控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
指今年11月18日在葵涌紀律部隊宿舍附近
的士站，持有高濃度腐蝕性液體包裹着一片
疑似漂白錠，意圖將其作非法用途使用。
兩人昨向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次申請保釋，

冼希望法庭考慮他在明年1月有考試，及為
來年公開試作準備，讓他保釋外出。湯則呈
上一名石姓台灣記者、其男友等人的信件，
力陳她絕非因面對重刑就會潛逃之人，請求
法庭批准保釋外出。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聽取
陳詞後仍拒絕兩人的擔保申請，案件押後至

明年1月15日以待政府化驗所報告。
此外，一名被控管有攻擊性武器的哈薩克斯坦籍的

浸會大學19歲男生，早前被控今年11月18日在油麻
地彌敦道與佐敦道交界的公眾地方無合法權限或合理
辯解而攜有攻擊性武器，即一個汽油彈，須還柙候
訊。他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申請保釋覆核，惟署理主
任裁判官嚴舜儀以案情沒有重大轉變，以及案件性質
嚴重為由拒絕保釋申請，被告暫保留8天覆核權利，
將於下月6日再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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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10．1黃大仙暴亂 5被告申離港被拒

昨日在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被
問及香港止暴制亂情況時，任

國強作上述表示。

自發義務清障 不違「一國兩制」
被問及有關解放軍駐港部隊日前

上街清理路障的活動，任國強回應
指出，解放軍駐港部隊此次是以自
發義務形式參與清理路障， 是服務
人民的社會公益活動，不存在違反
駐軍法和「一國兩制」原則問題。
他說：「這也和駐港部隊多年來開

展的義務植樹，無償獻血，慰老愛
幼等活動一脈相承，都體現了駐港
部隊官兵對市民的關心熱愛，體現
了人民子弟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的宗旨。」
另外，對於美國當局簽署所謂的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任國強
表示，中國外交部、國務院港澳辦
已經就此發表了聲明，表明了我們
的原則和立場。「對於美方這種粗
暴干涉中國內政、擾亂香港局勢的
行為，我們是堅決反對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國防

部新聞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任國強大校昨日表

示，關於香港局勢，習近平主席發表了重要講話，

發出了中央政府對香港局勢止暴制亂工作的最強

音，為穩定香港局勢指明了方向和路徑。發言人強

調，解放軍駐港部隊隨時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的

指揮，有決心、有信心、有能力履行好基本法和駐

軍法賦予的職責使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堅決維護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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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者包括12歲及
13歲的男童。
馬鞍山之友影片截圖

■警方在馬鞍山海濱長廊拘捕7男1女，疑涉馬鞍山廣
場內4間店舖被破壞案。 馬鞍山之友影片截圖

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正式簽署《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再次凸顯美國和西方勢力企圖
借破壞香港繁榮穩定阻礙中國發展的險惡圖
謀。美方的這個政治操作，至少暴露四個無
視：無視國際關係準則，無視香港暴亂的違
法暴力事實，無視暴力令香港受到嚴重傷
害，無視港美共同經濟利益，損人不利己。
可以說，美國政客的這種圖謀和政治操作，
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

這部所謂法案，在美國法律體系中歸屬於
「外交關係法」，但主要功能並非服務於美
國的平等外交，而是服務於美國霸權主義的
干涉需要。法案企圖對中國內政進行「長臂
管轄」，美國的這一干預行為無論以國內法
的何種形態及程序呈現，均不具有任何國際
法的合法性基礎。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指
出美方將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
成法，嚴重干預香港事務，嚴重干涉中國內
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是赤裸裸的霸權行徑，這一所謂法案只會讓
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廣大中國人民進一步認
清美國的險惡用心和霸權本質，只會讓中國
人民更加眾志成城。

這個法案，顯示美方全然無視700多萬香
港居民安全利益福祉，公然蓄意美化暴力犯
罪、恐怖行徑，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為暴
力張目，赤裸裸地與國際社會共同遵循的正
義和良知為敵。香港暴力不斷升級，美國正
是最大黑手。美國將肆意縱火、打砸商舖、
襲警等嚴重犯罪，混淆為「人權」、「民
主」問題，對特區政府和香港警隊依法止暴

制亂、恢復秩序，進行別有用心的抹黑，公
然為暴亂分子撐腰壯膽。

美方的這個政治操作，無視暴力充斥令香
港面對嚴重傷害。暴力持續氾濫，重創香港
經濟民生，令香港社會矛盾更趨尖銳，進一
步加劇管治壓力和社會秩序危機。正如全國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指，美國部分國會議員未
有充分了解香港的情況，否則他們不會投票
通過。毫無疑問，香港現在面臨的最大風險
是暴力橫行，而不是法案聲稱的「人權」、
「民主」問題，法案根本就是香港反對派政
客和美國反華政客合謀的制華亂港手段。

美方的這個政治操作，無視港美共同經濟
利益。香港對美國有非常重要的經濟利益，
美國搞亂香港，損人不利己。香港是美國賺
取最高貿易順差的單一經濟體系，是美國在
全球最佳的貿易夥伴。美國是香港外來直接
投資的第七大主要來源，而美國同時亦是香
港外向直接投資的第九大主要目的地。

據特區政府數據，去年美國在香港賺取
311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在香港運作的美國
公司超過 1,400 家，香港的美資企業總部數
目僅次於中資企業，這些美資企業利用香港
協調在內地及東亞、東南亞地區的企業運
作。香港亦是美資銀行的重要基地，幾乎所
有美國知名金融公司都在香港積極參與證券
和期貨交易活動，提供投資顧問、基金管理
和信用評級服務，美國由此分享到巨大利
益。特朗普簽署法案，不僅損害中美、港美
關係，也將嚴重損害美國自
身利益。

美干港法案不合法不合理 反中亂港注定失敗

區議會選舉結束，在是非遭扭曲、民意被誤導
的高度政治化形勢下，長期服務地區的建制派遭
受重挫，地區工作欠奉的泛反對派在議席上取得
壓倒性的優勢。這個異常結果，顯示出政府在爭
取民心、凝聚支持的工作方面存在嚴重缺失，修
例風波中是非顛倒、正邪不分的問題投射到了選
舉上。政府切不可因暴力表面暫時有所收斂，就
以為社會已雨過天青。爭取人心任重道遠，更是
政府未來的核心工作，當局必須竭盡所能釐清是
非，彰顯公義，推動民意重回和平理性，才能力
挽狂瀾，恢復有效管治。

區選的異常結果，很大程度是社會累積5個多
月的高度政治狂熱的產物。此次區選投票人數和
投票率創下本港歷來選舉的新高，但為何沉默的
多數即使厭倦暴力，卻沒有用足夠的選票支持與
政府共進退的建制派，沒有足夠選民用選票懲罰
縱容、包庇暴力的泛反對派？這絕對值得政府和
各界認真思考，倘若此狀況不能有效改變，香港
的未來發展就會面對嚴重阻礙。

目前，包括建制派在內的各方，正在檢討區選
的經驗教訓，思考未來路向。政府更要視區選結
束是管治工作的一個新開始，更需要全面深入研
究如何迎接、克服已擺在面前的嚴峻挑戰，在眾
多大是大非問題上，必須理直氣壯、義正詞嚴地
揚清激濁、以正視聽，才能凝聚共識、凝聚人
心，帶領香港突破困局、重回正軌。

例如，如何引導市民正確理解「一國兩制」是
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安居樂業的

根本制度保障，讓市民認識到，縱暴派、泛反對
派以片面強調「兩制」挑戰「一國」，縱容暴徒
有恃無恐侮辱國旗、國徽，衝擊「一國兩制」底
線，這根本是在摧毀香港、損害港人福祉；如何
引導市民高度重視尊重法治的重要性，明白尊重
法治關乎香港的存亡興衰，因為香港能夠成為國
際金融、經貿中心，正是建基於法治之上，法治
不彰、公義難伸，香港的良好管治、任何發展都
淪為空談。

再例如，為了達到亂港奪權的目的，縱暴派、
泛反對派大肆鼓吹「暴力解決問題」的謬論，令
不少年輕人迷信以暴力手段爭取訴求，令香港和
平理性安全的環境蕩然無存，市民人身財產安全
不保，鬧市變戰場，寧靜校園滿目瘡痍，政府應
如何讓市民看清，暴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只會
造成暴力升級氾濫的惡性循環；面對縱暴派、泛
反對派勾結外部勢力插手香港，操弄修例風波，
美國總統特朗普最終簽署香港人權法案，進一步
干預搞亂香港，政府如何向市民講清楚、說明白
其中危害，讓市民明白外部勢力的干預根本不能
給香港帶來真正的人權、民主、自由，只會造成
災難。

檢討區選成敗得失，爭取人心是政府接下來的
最重要工作。政府如果不能擁有堅實的民意支
持，希望通過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來修補撕裂、
化解矛盾，也只能是一廂情願。而爭取人心的關
鍵，還是明辨是非、講清道理。如果是非黑白不
清不楚，讓被扭曲的觀念繼續誤導市民、佔據話
語權，香港將政爭不息、永無寧日。

釐清是非才能引導民意重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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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選痛定思痛系列社評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