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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逾7個月的暴力衝擊，大量警力

消耗作處理衝突事件，以致警力長期緊

張，導致爆竊、行劫等罪案激增。金

舖、錶行、珠寶店林立的油尖區，去年

發生204宗爆竊案，按年暴增近57%，

逾一半案件發生在去年下半年。油尖警

區助理指揮官（刑事）曾仲斌警司指

出，暴徒打砸燒未即時受法律制裁，使其他青年有僥倖脫罪

的心態，容易被人利用犯案。而社會事件也令警民關係緊

張，部分市民敵視警方，襲擊巡邏警員，防止罪案工作舉步

維艱；案發後，警方欲拿取店舖閉路電視影片蒐證也困難重

重，阻礙破案。他強調，警隊會盡最大努力滅罪，但也需要

市民合作才能事半功倍。

黃店拒交CCTV片 阻警蒐證破案
暴衝遺禍竊案急升57% 破案率回落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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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劫案激增下，珠寶行及錶行為
免成為匪徒光顧的對象，除了加裝
電鎖、鐵閘等保安措施外，部分店
舖更收起櫥窗的貴價陳列品，使櫥
窗空空如也，非但未能刺激客人的
購買意慾，看到店舖保安森嚴，更
敗了客人的消費興致。有業內人士
亦承認此舉趕客而且是「斬腳趾避
沙蟲」，但也是無可奈何下自保的
另一方法。
尖沙咀是傳統的旅遊區，彌敦

道、麼地道、赫德道一帶最少有約
40間錶行及珠寶金舖，過往店舖櫥
窗都擺滿貴價的「鎮店之寶」，刺
激市民的消費意慾，但香港文匯報
記者走訪卻發現一個「奇景」──

面向馬路的櫥窗空空如也，中小型
珠寶錶行尤甚。記者走訪7間小型錶
行中，有4間靠馬路的櫥窗都無展示
商品。據業界解釋，近馬路的櫥窗
最高危，劫匪砸爛櫥窗玻璃搶走貨
品，轉身就可乘車逃去，所以不少
業內人士都丟空近馬路的櫥窗。
位於尖沙咀麽地道的一間經營高

端名錶及古董鐘錶的店舖，櫥窗陳
列品已被收起，而且大門亦安裝防
盜密碼鎖，顧客如要進入，必須向
店員示意，當店員上下打量，認為
顧客無可疑才開門。
店舖負責人表示，該店於去年才

開業，為防範爆竊等相關罪案，保
護財產安全，特地安裝密碼鎖，他

又說：「近期這區的爆竊、劫案增
加，為免被盜賊睇中，才這樣
做。」

客人當賊辦 消費變受氣
位於赫德道另一間錶行，不單櫥

窗無展示商品，連店內展銷櫃亦不
見貨品，只會在顧客提出詢問，職
員認為無可疑才出示貨品的真身。
客人被當賊，消費體驗當然並不愉
快，加上不少金舖錶行櫥窗空空如
也，無法刺激客人購物意慾。
有業內人士承認，此舉趕客，但

也是無可奈何，「目前遊客人數減
少，就算櫥窗擺晒貨，都無客買，
反而招致賊人光顧，得不償失。」

清空櫥窗防盜 為自保寧趕客

■尖沙咀不少金舖錶行的櫥窗
空空如也，市民消費興致一掃
而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油尖區是暴力衝擊高發地，相關
警署接連遭暴徒攻擊，警員在

警署內防禦，無法外出巡邏，直接
影響社區治安，區內不少錶行及珠
寶行先後遇劫。曾仲斌指出，油尖
警區去年整體罪案5,575宗，按年
增 7.2% ； 以爆竊案升幅最大
（56.9%），全年錄得204宗，第三
季和第四季分別有47宗和104宗，
佔全年逾一半宗數；行劫案去年錄
得21宗，維持前年水平，但去年第
四季的行劫案卻佔全年三分之二，
可見暴力衝擊確實與社區治安有直
接關係。
該警區去年破案率方面，上半年

平均保持36%以上，但自6月風波
爆發後就回落至26.2%，8月更跌至
最低的 18.2%， 12 月始回升至
29.6%。

暴徒毀閉路電視 歹徒趁火打劫
曾仲斌表示，劫案及爆竊案的出
現有着「先天」因素，由於油尖區
是重要商業區、樓宇四通八達、人
員密集，賊人容易掌握該區地理環
境及警察巡邏次數，賊人並鎖定區
內的劏房、無看更的住宅或商舖落
手。同時，由於不少樓宇的閉路電
視遭暴徒損壞，匪徒便能趁火打
劫。「受社會事件影響，很多人無
工開鋌而走險，受害的是更低下的
階層，很多劏房戶被人爆竊、偷
竊，損失幾千元，可能就是這些劏
房戶一個月的生活費；又有些少數
族裔家庭被人偷了一部電腦，那是

小朋友做功課用的工具。」

部分店需搜查令才肯交CCTV片
罪案激增的同時，警方查案難度

亦上升，由於社會氣氛影響，部分
市民對警方不信任，查案時竟受到
部分市民質疑。曾仲斌舉例指，案
發後警員需要查看附近閉路電視片
段，過往店舖或十分樂意配合，
「但現在部分店舖一定要警方出示
搜查令才會提供閉路電視（片
段），嚴重影響查案效率。」而且
警員巡邏也有遇襲風險，必須出動
多名警員陪同進行。

心痛青年被利用犯案
最令曾仲斌心痛的是年輕人的守

法意識薄弱，他指出社會事件爆發
後，誘使其他年輕人仿效，就如一
幢本來有破窗的建築物，若窗子不
即時維修，將會有更多的窗戶被破
壞，「年輕人被捕的數字令我很擔
憂，他們容易被人利用，見到周圍
同齡人去犯法未付出代價，自己也
鋌而走險。」他舉例，最近有一宗
劫案，幕後黑手精心策劃，然後誘
使年輕人參與，令人心痛。
他強調，警隊會盡最大努力善
用現有資源，包括做好巡邏、情
報收集等工作，努力提高破案
率，防止罪案發生，但同時期望
市民能夠認同警方的工作，「警
方是要偵查罪案，不是存心為難
市民，防止罪案需要警方和社會
的共同努力。」

連串暴力示威浪潮分薄警力，警
方為維持社區治安，一度抽調平日
只參與查案工作的CID警員（刑事
偵緝處），以便裝形式、攜帶裝備
進行前線巡邏工作，以提升巡邏人
手，加上去年12月起社會局勢稍
回穩，成功令劫案、爆竊等案件破
案率回升。警方表示，香港有需要
利用大數據等科技滅罪，惟市民的
私隱意識過強，窒礙科技的使用。
油尖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曾

仲斌警司表示，修例風波觸發暴力
示威浪潮後，警方部署「踏浪者」

行動平亂，同時警員當值機制也由
三更制改為兩更制，即改為每12
小時換班一次，這種調整相應地提
高有關時段的警力，方便人手調
配。不過，當爆發暴力衝突時，有
關警區的警力仍不敷應用，需要跨
區調配大量警力，街上巡邏的警員
也被抽調上陣。而平日負責查案的
CID就頂上，以便裝形式、佩戴裝
備參與巡邏工作。

「孖咇」易遇襲 改小隊巡邏
不過，曾仲斌感慨，社會事件

愈演愈烈的氣氛下，部分市民對
警員產生敵意的情緒，導致警方
在巡邏時更需要保障自己的人身
安全，由兩名軍裝警員行「孖
咇」的方式，甚有機會造成「落
單」，遇襲風險大增，警方遂調
整「孖咇」巡邏機制，改用巡邏
小隊維持社區治安，一般情況是
警車載同四五名軍裝警員及CID
攜帶警務裝備到處巡邏；或由汽
車載幾名CID巡邏。曾仲斌說，
兩更制及CID的參與雖然增加了
巡邏小隊的每隊警力，卻同時降

低整體巡邏覆蓋密度。

去年12月氣氛緩和 破案率回升
令人欣慰的是，隨着去年12月社

會氣氛稍有緩和，人手問題紓緩，破
案率隨之回升，本月起巡邏工作漸見
成效，更有便裝CID警員透過跟蹤防
止一宗爆竊案發生。近月局勢稍為平
復，CID逐步調回原來工作崗位。對
於警方防止爆竊、行劫等罪案發生的
未來部署，曾仲斌期望能夠獲得更多
科技資源，分析罪案數據作出預防，
「香港警隊在科技滅罪資源方面，仍
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不過，他慨嘆，市民的私隱意識

提升，要平衡各方利益才能使用科
技滅罪。

過於強調私隱 阻警科技滅罪

■曾仲斌

臨近春節，本應是闔家團聚、一片祥
和的時刻，但泛暴派昨日又在中環遮打
花園舉行集會，公然要外國制裁特區政
府，散播「港獨」違法主張，期間黑衣
魔公然襲擊警察，肆意挑釁警方；暴徒
又在新界向大埔警署投擲汽油彈，在多
處堵路、縱火、無差別襲擊市民。泛暴
派不斷製造嚴重暴力事件，破壞社會安
寧，衝擊特區管治和法治底線，是香港
社會當前面對的最大威脅。暴力事件提
醒社會各界，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仍是
本港當先最迫切的任務，廣大市民必須
共同抵制泛暴派的暴力亂港行為，守護
香港這個共同家園。

泛暴派搞手劉頴匡昨日發起的集會，
公然打出「天下制裁」的旗號，公然邀
請西方國家制裁特區政府官員及警方高
層。集會雖獲發不反對通知書，但有大
批參與者在遮打花園擅自踩上公園的高
處簷篷，破壞公物，又高舉「港獨」旗
幟，散播反中亂港的訊息。集會開始後
一個多小時，劉頴匡就以人多為由，煽
動 集 會 人 群 向 金 鐘 方 向 「 流 水 式 集
會」，實際就是搞變相遊行，黑衣魔立
即又出來縱火、設路障堵塞道路，明顯
違反不反對通知書的條件。在警民關係
組警員到場要求劉頴匡結束集會時，一
群黑衣魔更公然用雨傘、木棍、磚頭等
襲擊警員，以致警員頭破血流，行為令
人髮指。

正如警方發言人所指，被襲擊的警民
關係組警員，根本與集會搞手劉頴匡熟
悉，偏偏該警員要求劉終止集會時，被
劉以對方是「疑似便衣警員」、「沒有
出示委任證」等理由，故意刁難。警民

關係組警員就在組織者的講台前被群
毆，組織者並沒有出手阻止，甚至警員
離開現場時仍被追打，反映劉頴匡等泛
暴派蓄意挑動市民仇警情緒，冷血無
恥。必須指出，泛暴派過去大半年組織
的每一次集會遊行，都聲稱和平，實際
是公然挑釁警方執法和特區管治底線，
劉頴匡組織集會幾乎每次都演變為暴力
衝突，今次集會也以暴力衝突收場，充
分暴露主辦方早有預謀。

此外，集會主題公然要求外力介入香
港事務，挑戰基本法和本港法律，明目
張膽勾結外力，出賣香港整體利益。在
集會上，大批黑衣魔混跡在人群中，有
組織有預謀堵路、縱火、襲警，說明泛
暴派不甘心暴力逐漸止息，千方百計炒
作、延續反特區政府、反中央的社會氣
氛。現實對特區政府、廣大市民敲響警
鐘，借反修例風波發動的違法暴力沒有
停止，製造暴力的「土壤」仍在，社會
各界對止暴制亂不可掉以輕心。

泛暴派一直宣揚所謂「警暴」，聲稱警
察使用過分武力剝奪了市民表達訴求的權
利。但現實所見，根本是黑衣魔主動採取
破壞行為、主動暴力襲擊警員導致集會被
終止，泛暴派濫用暴力，是綁架了其他市
民和平集會表達訴求的權利。過去大半年
來，泛暴派不斷藉集會遊行製造事端，編
造「8．31 港鐵站殺人」、「新屋嶺強
姦」等子虛烏有的謊言來詆毀、抹黑警
察，充分暴露泛暴派破壞特區管治的邪惡
用心，任何尊重法治、想香港好的市民，
都應該共同抵制這種無恥暴力行徑，為香
港止暴制亂多出一分力，從而真正維護港
人自己的利益。

泛暴集會煽暴仇警 共同止暴護港利益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聯辦新春酒會講話時表
示，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實現好繁榮發展這一
美好心願。聚焦發展、以人為本，一方面要做大
發展「這塊餅」，另一方面要做好經濟發展成果
的分享，不斷提升香港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
這是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根本途徑，也是中央
和港人對特區政府的共同期望。要達成這個目
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狀態
和敢為天下先的創新思維， 攜手踏平崎嶇，攻堅
克難，再創輝煌。

回歸以來，中央一再提醒香港特區政府要注重
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問題。去年底特首林鄭月娥
到北京述職，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均強調，要抓緊解決深層次矛盾問題。從社會
背景來說，修例風波集中暴露了香港各種深層次
矛盾，亟待特區政府通過有效管治盡力解決。例
如，備受港人關注的房屋問題，香港樓價與港人
人均家庭年收入比率首次突破20倍，連續9年成
全球最難負擔樓價的地區，即港人要不吃不喝近
21年才能夠置業；由於土地供應不足，公屋輪候
人士平均需要近6年才能上樓。社會保障方面，
討論多年的全民醫保直至最近才破題研究，退休
保障仍未提上議程。經濟持續發展，但市民分享
成果嚴重滯後，市民難免心存怨氣。

另外，本港產業結構單一，過分依賴金融、地
產、旅遊、貿易、物流、專業服務等產業，新產
業開拓的進展不理想，導致年輕人就業機會不
足，缺乏向上流動的空間，對未來信心不足。
2017 年港府公佈的基尼系數高達 0.539，是過去
四十多年的最高紀錄。2019 年底港府公佈的
《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香港2018年
貧窮人口增加2.98萬人，達到140.65萬人，貧窮
率上升0.3個百分點至20.4%，意即每5個港人中

就有1人生活於貧窮之中。香港經濟結構多年沒
有根本的變化和發展，長期過於依賴少數集團掌
控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和地產業，階層流通渠
道堵塞，普通港人收入沒有實質性提升。這些現
象均顯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已到非解決不可的
地步。

駱惠寧主任來港履新不夠半個月，首次在中聯
辦新春酒會致詞就指出，「讓我們共同珍惜香港
這個家，實現好繁榮發展這一美好心願」，並引
用習近平主席2017年視察香港時特別強調，「我
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
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同時，駱
惠寧主任表示，中央作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大
決策，推動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就是為
了幫助香港突破發展瓶頸，鞏固和拓展原有優
勢，為香港同胞特別是青年朋友提供發展機遇，
搭建成長舞台。這充分顯示，中央對香港問題了
如指掌，已為香港妥善化解深層次矛盾指路引
航；駱惠寧主任有關香港發展路徑的提示，這也
代表了700萬香港市民的共同心聲。

令人欣慰的是，經歷大半年修例風波的挑戰，
特區政府經受了考驗，有擔當、肯負責。特首林
鄭月娥近日公佈的10項民生政策措施，涉及百億
元開支，包括提高長者生活津貼資產上限、放寬
長者乘車優惠至60歲、為失業人士提供有時限的
現金津貼等，反映特區政府以創新思維推出紓困
措施，首先照顧最有需要的人士，方向正確，是
急民所急的表現。接下來，政府還需在發展經
濟，開拓創新產業、提升產業多元化，提升本港
整體競爭力方面作出切實可行的規劃，加快落
實，並且做好財富再分配，讓更多市民分享發展
成果，讓年輕一代有更好發展空間，真正帶領港
人實現好繁榮發展的美好心願。

做大發展「這塊餅」 提升港人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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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講話系列社評之四

要出示搜查令先交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