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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暴派媒體美化暴力、「英雄

化」暴徒，將更多青少年推落法

網，而多次上街打頭陣撐暴的壹

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旗下《蘋果

日報》在過去幾個月被視為煽暴

仇警的「推手」，警方自去年10

月至今已 25 次去信《蘋果日

報》，點名駁斥其報道歪曲事實

及造謠，且誤導市民、為暴徒開

脫。警方在最新一次點名駁斥

「蘋果」報道失實時指出，該報

在過去7個月以來對暴力和暴徒輕

描淡寫，卻不斷抹黑警方，煽動

仇警情緒，是不負責任和居心叵

測。

警再斥《蘋果》庇暴煽仇誣警
25次去信批報道失實 保留一切追究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 民間團
體「反港獨委員會」成員
昨日下午到觀塘警署，向
警方贈送錦旗、慰問信、
感謝橫幅、紀念碟及小食
品。集會者表示堅定支持
警方，同時向暴力說不，
並呼籲廣大市民一起反對
暴力，支持警察嚴正執
法，用理性守護香港。
團體代表指出，任何形
式、理由的暴力行為都不
允許，違法暴力必須受到
法律懲罰，才能維護香港
法治及市民福祉，令香港
恢復法治秩序，重回正

軌。
「反港獨委員會」帶隊
者葉先生表示，警察為守
護香港盡心盡力，長時間
工作，不分晝夜，「我們
致送新年及春節前的慰
問，給予精神上的支持，
讓警察在執行公務期間，
能感受到有市民與他們站
在一起。」
他強調，反對一切以暴

力為藉口的佔領及破壞違
法亂紀活動，真正地維護
祖國與香港安定團結，關
愛友善守護和諧，為警察
加油。

團體到觀塘警署打氣挺警

好耐冇人理過「熱狗
（熱血公民）」啲清算
活動，估唔到嚟到2020
年可以藉修例風波又嘈
過。前「熱狗」李政熙

似乎真係坐監後人生更精彩，藉嗰間
「國難五金」派裝備推年輕人以及兒童
去犯法，竟然咁缺德嘅行為，就幫到佢
喺「黃絲」陣營攞到唔少光環。不過，
親「熱狗」嘅 facebook 專頁「顥魄砌
機」日前踢爆「國難五金」20蚊一個口
罩，明明冇平到就當自己平賣，另一專
頁「學民苦主大聯盟」見狀食住上追擊
「國難五金」，問佢點解會有無限資
源、順利入貨等，質疑對方係「鬼」，
仲聲言要去廉政公署、稅務局等舉報佢
。
李政熙同「熱狗」陣營都唔係第一日
有仇，由之前李政熙開所謂「國難五
金」時叫人寫「國難家書」交畀佢，結
果「國難五金」無耐就俾警察查兼帶走
「家書」，俾熱狗質疑係「鬼」，到舊
年12月初「熱狗」成員鄭錦滿喺 fb暗

寸「國難五金」搞裝備都多是非、「國
難五金」反擊話鄭錦滿打女人，雙方已
經係咁嘈緊。不過，近日終於嘈得有啲
公共性。

親「熱狗」專頁踢爆賣市價
事緣係呢排多人買口罩，亦都有人炒

口罩，「國難五金」星期三就出post話
佢啲香港製造嘅殺菌口罩20蚊隻，話
大家「唔使出去食炒價」，自己以「打
壓同業為樂」咁話，咁就有成萬人讚好
畀心心，仲有人特登去買。
由曾經喺2014年11月19日衝擊立法

會綜合大樓，被控刑事損壞、非法集結
罪成最終被判監禁3個半月嘅石家輝經
營嘅「顥魄砌機」fb專頁，見狀嚟招大
踢爆，指同一口罩喺其他地方都係賣緊
99 蚊 5個，即係仲平李政熙 1蚊添，
「賣市價當平價，掃哂（晒）d（啲）
貨當打壓『同業』，有心做就派啦，或
真平賣。」
佢講講吓仲好似有料爆︰「做×人利

用金主既（嘅）錢來賺盡名利換新車，

但我相信公義最終會來臨，篤魁狗李
政熙遲早得到報應。」

遭圍攻後即刪post
「Kate Lam」揶揄︰「佢啲fans值得

擁有。」「Tommy Tsang」就留言話︰
「觀塘工廈賣緊$80 5 個。」「David
Ko」亦暗寸李政熙發「災難財」︰
「有名你叫『國難五金』。」
李政熙見到俾人踢爆，就喺「國難五
金」度出post話係「私怨」，寸返「顥
魄砌機」話：「你咁×叻免費幫啲兄弟
砌機呀嗎！」仲稱石家輝坐監時「帶綠
帽」，明顯人身攻擊，但就冇回應過自
己點解扮晒大平賣。
「學民苦主大聯盟」就加入戰場，叫

對方「唔該有證據就攞出來，唔係你就
係誹謗，不過一個人格好似你咁低下嘅
人淨係識得誣衊同抹黑當然唔出奇。」
「Ka Fu」就反爆料話︰「佢唔講下佢
成日開草P（疑指大麻派對），成日話
『熱狗』乜乜乜，佢又好人得去邊！」
「學民苦主大聯盟」之後又連環出

post，叫「國難五金」交代點解「似乎
有無限資金提供裝備，而且有鼓吹小童
上前線嘅作風」，懷疑佢背後另有支
持，「作用就係請君入甕」；之後又問
點解人哋不停俾海關扣查，但「國難五
金」就可以順暢入貨；再質疑「國難五
金」有冇交稅。
「學民苦主大聯盟」仲踢爆話︰

「『國難五金』，你為何只會慫恿其他
人去做你口中嘅『挺身而出的凡人』而
自己就發『國難財』？理大一役你講過
你會去現場，最後有冇去過你心知肚
明。」
李政熙本身都有回應過佢哋，但之後

又刪咗 post，喺「國難五金」度依然
「太平盛世」，仲有支持者讚佢市價賣
口罩。咁又係，家啲人只係識前
「熱狗」李政熙，邊有人仲記得「熱
狗」啫。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口罩「偽」平賣「國難五金」係「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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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與
「國難五金」關係密切的撐暴後援組
織「國難忠醫」其中一名負責人昨日
聲稱，其組織另一名負責人在廣州就
讀中醫的成員，日前返回廣州實習期
間失聯，懷疑在宿舍內被內地執法部
門帶走「行政拘留」，其室友也被扣
留問話24小時。
「國難忠醫」Telegram群組負責
人之一「細牛」，昨日在公民黨立法
會議員楊岳橋陪同下見傳媒。他稱，
在廣州失聯的負責人過去五年在廣州
中醫藥大學讀中醫，臨近畢業，本周
三（8日）凌晨經皇崗回廣州中醫藥
大學宿舍後失去聯絡。
他續稱，自己由失聯成員室友處得

知他們當時被監視，室友被扣留問話
24小時後獲釋，同室的「國難忠醫」
負責人則仍失聯，懷疑被「行政拘
留」，又聲稱「國難忠醫」只是提供
人道支援的「純白頻道」，不明白成
員為何被查。

與撐暴後援有密切聯繫
「國難忠醫」是為受傷「勇武」提

供醫療支援的撐暴後援組織，於去年
7月創立，聲稱是一個由10多名註冊
中醫及中醫學生等組成的Telegram
義診平台。該組織自稱通過眾籌籌集
資金，但有報道指，其營運資金還來
自612人道救援基金。
其中一名負責人Chris 去年接受

《蘋果日報》訪問時自認是「前線抗
爭者」，和其他煽暴「後援組織」有
密切聯繫，曾協助「抗爭小隊」籌集
飯券等。
身為中醫學系六年級學生，Chris

需要定期到內地實習。他承認沒有
所謂的「白機」傍身，亦未剷除電
話資料，而對應方式只是「過關一
刻求主保祐」，過關後「生活如
常」。
「國難忠醫」與多次被警方搜查封

舖的「國難五金」一直合作。兩者原
訂1月20日至24日合辦「國難年宵
嘉年華」，主辦者昨日在facebook專
頁宣佈取消有關活動，而退款或退訂
安排稍後會個別通知受影響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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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公共關係課總警司郭嘉銓前日去信
《蘋果》，對該報1月 8日A5版以

「港警濫暴 屢違國際武力指引」為題的報
道表達不滿。警方指該報往往對暴力破壞的
行為和人輕描淡寫，卻經常指警方「濫
暴」，警方已多次指出，警務人員只會在需
要時，才使用最低所需武力。

不斷抹黑 變本加厲
他在信中強調，警方使用合法武力是為應

對當時的違法行為，使用的地點及程度均取
決於當時暴徒的暴力行為和現場狀況。如果
巿民大眾能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警
方根本毋須使用任何武力，警方對有關報道
保留一切追究權利。
自去年12月至今，《蘋果日報》不斷抹

黑警方更變本加厲。在此期間，警方22次
去信《蘋果》嚴厲駁斥其對警方執法行動
的歪曲不實報道，在12月30日更一天內
發出三封信抨擊該報的報道偏頗，包括批
評該報12月28在A4版以譁眾取寵的標題
「警半年再擸1.35億食足五千萬」描述警
隊在過去半年所領取的津貼，12月 29日
A2 版又再以誤導性標題「上水『和你
shop』 警製亂打人拘捕」，同日A1版以
似是而非的標題「防暴疑影記者放Tele-

gram」，報道警方於28日在港鐵九龍灣站
執勤的情況。
警方在信中狠批該報沒有查證，只是加上

一個「疑」字便大字標題胡亂抹黑警務人
員，製造失實謠言，完全是不負責任的報道
手法。

警入商場執法 因有實際需要
警方並強調，在過去半年，警隊恪盡職

守，應付全港多區的暴力示威活動。為了守
護香港，維持公共秩序及確保公眾安全，警
隊人員身心俱疲，但仍竭力緊守崗位。人員
所領取的津貼，包括工作相關津貼及膳食津
貼，都是按實際需要而申領的。持續超過半
年的社會動盪，導致守法意識日趨薄弱，公
共秩序千瘡百孔。
警方在信中指出，近日示威者轉而狙擊

各區商場，公然破壞私有財產，令無辜市
民陷入惶恐，旅客飽受驚嚇。
警方派員進入商場執法，完全是因應實

際情況而採取的警政策略，如市民能以和
平、合法、有序的形式進行公眾活動，警
方根本毋須介入，更遑論使用任何武力。
然而，就暴徒猖狂野蠻的滋擾行為，《蘋
果日報》的報道不但輕描淡寫，更倒果為
因，反指「警察濫捕無日無之」、「猶如

戒嚴」云云等，不但嚴重失實，更為示威
者的違法行為開脫，另一方面則繼續煽動
市民的仇警情緒。
警方批評該報每天以誇張失實的標題及報

道手法誤導讀者，加深公眾對警方的仇恨，
居心叵測。
警方對《蘋果日報》表示強烈不滿，並保

留一切追究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一名中
大男學生於去年11月18日涉嫌在理工
大學對開攜有汽油彈，被控管有攻擊性
武器罪。另一名17歲知專男學生，則於
去年聖誕節在旺角瓊華中心外帶有摺刀
及鐵錘，被控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罪。兩人自提堂後一直被還柙，昨日在
高等法院申請保釋。法官潘兆童聽取陳
辭後批准兩人分別以兩萬及5萬元保
釋，但須遵守宵禁令等條件。
就讀中文大學物理系23歲男學生張展
銘，被控於去年11月18日，在紅磡暢
運道一個巴士站外管有汽油彈。他昨日

獲准以現金1萬元，中大教授及講師兩
人各以兩萬元人事擔保外出候訊，其間
不得離港、須交出所有旅遊證件、每周
報到3次、居住在報稱地址及守晚12朝
6的宵禁令。
另一名就讀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的17歲

被告唐綽謙，被控於上月25日在旺角彌敦
道628號外的公眾地方，無合法權限及合
理辯解攜帶攻擊性武器，即一把摺刀及兩
把鐵錘。他獲准以保釋金兩萬元外出，不
可離港、須交出所有旅遊證件、每周到警
署報到3次。除了要遵守晚上11時至翌晨
6時宵禁令外，還要禁足朗豪坊一帶。

兩學生涉藏武守宵禁令

■「顥魄砌機」日前踢爆「國難五金」20
蚊一個口罩，無平到當自己平賣。fb截圖

■「學民苦主大聯盟」追擊「國難五金」，問為何會有無限資源、
順利入貨等，質疑對方係「鬼」。 fb截圖

■警方自去年10月至今已25次去信《蘋果日報》，斥其報道失實。圖為2019年12月28
日下午6時許，警方於上水廣場內抓獲一紅衣男子。 資料圖片

■「反港獨委員會」成員到觀塘警署，向警方贈送錦旗、慰問信、感謝橫
幅、紀念碟及小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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