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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魔由去

年 6 月開始，

暴力以至武裝

均不斷升級，

更發展到使用

遙控土製炸彈

及真槍實彈，演化成本土恐怖主義。去年12月，

有黑衣魔在灣仔華仁書院收藏兩個共載10公斤烈

性炸藥的手機遙控炸彈，警方緊查不放，並拘捕暴

恐組織「屠龍小隊」多名成員。有組織罪案及三合

會調查科（O記）探員，前晚在秀茂坪拘捕一名

IVE男生，懷疑為「屠龍小隊」遙控炸彈「設計

師」，檢獲一批電路板和電子部件等，相信華仁書

院土彈的遙控引爆裝置出自其手，不排除會拘捕更

多人。疑犯之父怒斥，兒子是「俾泛暴派洗腦」。

土彈設計師落網 父斥泛暴洗兒腦
警查華仁案拘20歲疑犯 疑屬「屠龍小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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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男學生姓蔡（20歲）。據悉，疑犯在專上學院讀機械
工程一年級，兼職做電工替人修理電器，與家人同住秀

茂坪邨，有孌童傾向。他涉嫌「串謀意圖傷人」及「管有兒童
色情物品」被警方通宵扣查。

不知兒「入魔」父母晴天霹靂
消息指，該疑犯是黑衣魔暴恐組織「屠龍小隊」成員之一，
而土製遙控炸彈主要分混合化學品炸藥以及電子引爆裝置兩大
部分，由疑犯負責設計、分發及供應由手機到引爆裝置部分的
電工。據悉，其父母以為兒子學業和兼職用到電子零件，但不
知道兒子涉及黑暴組織，更對其參與製造炸彈毫不知情，當警
方登門搜查及拘捕時，疑犯父母如晴天霹靂，一度傷心不已。
據悉，警方去年大舉拘捕涉槍涉土彈案、準備在遊行時殺警
的「屠龍小隊」和「V小隊」成員後，一直抽絲剝繭追查供應
槍彈的餘黨。在剷除其槍彈供應鏈的同時，也追查土製炸彈的
供應者，發現一名男生透過社交媒體Telegram與其他成員有
密切聯絡，更牽涉去年12月9日灣仔華仁書院檢獲的土製炸彈
案。

警搜出兒童色情照及影片
前晚10時許，O記探員持法庭搜查令搜查秀茂坪邨秀裕樓

目標單位，拘捕涉案男生，檢獲十多塊電路板、電線、電池及
一批工具，另有一批用作刺爆車胎「胎釘」、150張兒童色情
照片和7段相關影片。據悉，有關色情照涉及幼童，不排除疑
犯有孌童癖。
由於今次檢獲的電路板等有十多枚，而疑犯也知道有同黨已
落網，但他仍保留及製造有關裝置，顯示有人仍有供應對象，
相信仍有黑暴分子死心不息，預備製造遙控炸彈掀襲擊。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李桂華高級警司表示，檢獲電路
板相信是用作引爆炸彈用的無線遙控裝置，在遙控土製炸彈
中，電路板的作用是將無線電話收到的訊息，轉化成電流，再
經過電阻發熱將炸藥引爆，其設計與去年12月9日一宗在灣仔
皇后大道東香港華仁書院山坡發現的兩個合共有10公斤HM-
TD炸藥的土製炸彈案檢獲的無線遙控引爆裝置極為相似。
他續說，HMTD炸藥是外國恐怖分子經常使用的炸藥，正

正可以透過加熱造成爆炸。警方追查的資料顯示該案涉團夥是
透過社交平台聯絡，警方不排除將拘捕更多人。

姓蔡疑犯為家中獨
生子，年屆7旬的蔡父
人到中年才喜得兒
子，原對兒子充滿期
望。當探員登門調查

及拘捕時，二老目瞪口呆，傷心加
擔心，徹夜難眠。蔡伯哀嘆：「預
咗有今日！」
據悉，20歲疑犯性格較為固執，為

人「硬頸」。家人形容他雖然聰明，
但未有用在學業上，只顧玩樂，故讀
書成績欠佳，但他對機械電子方面很
有興趣，很多知識及技術都是自學，
以為他擺弄電子零件與學業有關，並
不知道「咁大件事」，家人也未見過
這些物品。
據悉，疑犯過去曾多次參加反修例遊
行，其父覺得他「俾泛暴派洗腦」，而

兒子誤信即使被拘捕亦有人相助，因此
並不害怕。雖然蔡伯和妻子對兒子苦口
婆心相勸，蔡母曾哭求勸兒子不要參與
相關活動，惟兒子因反叛，始終一意孤
行，現在終於出事。
蔡伯說，他們年紀老邁，無法限制

兒子行動，加上蔡伯是建制派，而兒
子走向泛暴派，他不好意思向他人求
助，更加擔心無能力協助兒子。

據悉，前晚O記探員持搜查令上
門搜查時，蔡母因工作不在家，只有
父子兩人在家，兒子在玩電腦。探員
入屋後，疑犯神情鎮定，口中不斷
稱：「我冇做過喎！我唔驚㗎！」當
探員搜出電子零件等物品及警誡疑犯
後，蔡父大感驚訝，當妻子放工回家
後，兩公婆傷心加擔心，徹夜難眠。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獨生子「硬頸」老翁嘆「預咗有今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黑魔企圖利用炸燀殺
傷無辜。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警方
會在適當情況下，運用所有
嚴厲的法例去處置及打擊這
些違法行為，包括引用《反
恐條例》去凍結犯事者的資
產，並提醒市民要注意本土
恐怖主義萌芽的風險。
李家超指出，自去年7月

發生第一宗炸彈案後，至今
已有十多宗涉及炸彈的案
件，除了涉及TATP烈性炸
藥，還有10公斤的土製炸
彈。他已要求警方及其他執
法部門加強相關工作，及在
適當情況下，運用所有嚴
厲的法例去處置及打擊這
些違法行為，包括引用
《反恐條例》去凍結犯事
者的資產；若警方打擊這些
行動時受到阻撓，警方應嚴
厲按法律去處理這些阻撓行
為。
他呼籲所有市民都應譴責

這些暴力，支持警方打擊嚴
重違法行為，特別可能涉及
恐怖主義的違法行為，「我

想提醒市民大眾，這些炸彈
案件與你們每一個人有關，
因為當炸彈爆炸的時候，可
能炸死人、炸傷人，亦會炸
毀建築物，造成嚴重財物受
損。」
警方日前拘捕了包括黎智

英、李柱銘等泛暴頭目，外
部勢力即接連抹黑警方，更
企圖干預香港的司法，李家
超批評，這些無理指責反映
了有關人等的雙重標準，
「因為他們都忘記了在自己
國家每年他們的警方都拘捕
了不同數目的人，因為違反
了他們當地管制遊行示威的
法例，在這方面警方今次的
做法與外國的警方是沒有分
別的。」
他補充，《公民權利和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已說明，
每個國家和地區可以依法去
管制遊行示威，保障他人的
權利及保障公共秩序，又提
醒香港市民：「外國干涉香
港的事務是出於為了他們自
己國家的利益，不會為香港
市民的利益，所以我們要擦
亮眼睛，不要被利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本土恐怖主
義萌芽，反映在不同部門
的數據中。在消防處昨日
發表的2019年工作回顧
中，顯示在去年黑暴行動
期間，消防處共接獲
1,929宗與聚眾活動有關
的火警召喚，以單日計，
火警召喚最多達252宗，
情況嚴重。
報告指，去年年中持續

至今的社會事件，對消防
處的工作構成巨大挑戰，
「示威者初期主要是堵路，阻礙交通，
後來甚至有使用危險品，尤以汽油彈為
甚。由於縱火導致的火警，火勢濃煙不
時波及附近的建築物和公共設施，嚴重
威脅市民的生命財產。」
雖然消防處已作出一連串部署，但

在聚眾活動期間，全港多區道路被堵
塞，部分更為快閃形式的堵路，嚴重影
響緊急服務。去年11月，多達440宗
火警召喚及7,539宗緊急救護召喚未能
在規定或目標召達時間內到場處理，
「在個別日子，更只有52.7%的火警召

喚及77.2%的緊急救護召喚達標，情況
極不理想。」
針對不同地區的聚眾活動，消防處

已從多方面進行風險評估並制定應急預
案。鑑於聚眾活動中有人以汽油彈及腐
蝕性液體等危險品作不當用途，消防處
已加強巡查油站、五金店及化工原料店
等售賣電油及危險品的地點。去年，消
防處共檢獲約61公升懷疑第三類危險
品（腐蝕性物質）、約83公升懷疑第
四類危險品（有毒物質）及約940公升
懷疑第五類危險品（包括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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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用作製造遙控炸彈引爆裝置的電路板和電子零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證物中包括一堆用作刺破車胎的自製「胎
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當日在香港華仁書院山坡檢
獲的遙控土製炸彈裝置。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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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歲食環署外判清潔工「羅伯」羅
長清，去年11月13日於上水北區大會
堂附近，被「黑衣魔」用磚頭擊中頭
部不治。在警方和社會各界全力緝捕
下，兇手終告落網，兩名分別16歲及
17歲男子昨日被控謀殺等三項罪名。
煽暴派鼓吹「違法達義」「以武抗
暴」的歪論，誤導年輕人只要追求所
謂「崇高理想」，犯了事也可以逃避
法律制裁，煽動涉世未深的年輕人走
上暴力犯罪的不歸路。天網恢恢疏而
不漏，這個惡性案件最終偵破，彰顯
本港法治公義，昭示犯法就要付出代
價。警方嚴正執法之後，法院必須嚴
正懲處兇手，並且追究幕後煽暴者的
責任，從而教育年輕人迷途知返。

「羅伯」被暴力殺害，暴徒無法無
天，激起全港公憤。警方和社會人士
均懸紅緝兇。在市民提供線索下，殺
害「羅伯」的兇手終歸難逃法網，顯
示本港作為法治社會，一定會全力令
違法者接受法律制裁。

本港謀殺罪最高可被判終身監禁，
此次被控的兩個年輕人一旦罪成，可
謂前途盡毀，更加證明泛暴派鼓吹、
煽動暴力害人不淺。修例風波導致違
法暴力氾濫，不少年輕人誤信暴力抗
爭的歪理，淪為受害者。警方資料顯
示，去年 20 歲以下青少年干犯刑事
罪行被捕的有 4,268 人，較前年增加
近 1,500 人；去年下半年因為黑色暴
亂而被拘捕的 7,700 多人中，學生佔

了四成之多，18歲以下的學生更由暴
亂初期佔整體的6%，升至今年1月佔
26%。

年輕人心智未成熟，泛暴派不斷鼓
吹、散播「違法達義」「暴力可以解
決問題」等歪理，令年輕人信以為
真，漠視法紀，不惜以身試法；當年
輕人涉及暴力違法活動時，泛暴派又
將犯罪行為美化為「追求民主自
由」，進一步誤導年輕人以為心懷
「崇高理念」，就可以為所欲為，即
使犯法也不會受到法律制裁，或者代
價輕微，結果在違法暴力泥潭中越陷
越深。此次兩名年輕人被控以謀殺
罪，可能要付出一生自由的代價，足
以顯示「違法達義」「暴力可以解決
問題」的荒謬，根本是泛暴派利用年
輕人謀取自己政治私利的罪惡謊言。

本港近期深受新冠肺炎疫情困擾，
但黑暴仍未止息，最近警方破獲的多
宗械劫案、打劫商舖、炸彈倉庫等案
件，被捕者中有不少年輕人，情況令
人擔憂。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一再提
醒，市民應發出強烈呼聲，提醒年輕
人不要受鼓動而做出違法行為，家
長、老師、校長都應正告他們，爭取
任何東西都要以合法為前提，譴責任
何形式的暴力。面對同儕難逃法網的
前車之鑒，誤入歧途的年輕人是時候
幡然醒悟，看清煽暴派加害年輕人、
摧毀香港的真面目，珍借自己，勿再
上當受騙。

天網恢恢終擒兇手 迷途年輕人醒醒啦
國務院昨日根據特首林鄭月娥提名，公佈曾國衞等

新問責官員的任命。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深信他們能
夠勝任新工作，以迎難而上的精神帶領相關決策局為
香港社會服務。今次調整涉及五個政策局，主責的政
策範疇都面臨不小挑戰，包括保證選舉公平公正進
行，加強公務員團隊建設，引導青少年建立正確的國
家民族意識、法治觀念，監察區議會正當行使職能，
推動創新科技，以及應對新冠疫情帶來的嚴峻財政壓
力等等。港人對調整後的管治團隊充滿期待，希望特
首林鄭月娥能夠凝聚更大政治能量，突破困局，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給本港發展開創新局面。

本港落實「一國兩制」進入「五十年不變」中
期，一些長期積累的矛盾逐步顯現。去年的修例風
波，暴露出眾多深層次問題且愈趨尖銳；今年突如
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令已受黑暴重創的經濟民
生雪上加霜。求變圖強，已經刻不容緩。此次問責
團隊較大幅度調整，新任者都是年富力強的實幹型
官員，顯然是為應對新形勢、新挑戰作出有針對性
的人事安排。

展望未來兩年，本港將迎來多場選舉，包括今年的
立法會選舉、明年的特首選委會選舉等。這些選舉，
對本港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保持繁榮穩定影
響重大，而現實挑戰也日益嚴峻，更需要新任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一方面確保選舉依法公開、公平、公
正進行，遏止一切違法暴力對選舉的干擾；另一方面
要為選舉嚴格把關，保證所有候選人必須真誠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更要加強
推廣憲法及基本法的宣傳及教育，提升全社會尊重憲
法及基本法、自覺維護國家憲制秩序的意識。

公務員是維持香港有效管治、安定繁榮的中流砥
柱。基本法和《公務員守則》均規定，公務員必須奉
公守法、盡忠職守、不偏不倚、政治中立，對特首和

特區政府負責。修例風波中，有部分公務員表現令人
失望，明顯與基本法和《公務員守則》的要求背道而
馳。中央、本港各界均希望，新任局長應該大力推動
公務員隊伍正確認識和貫徹基本法，嚴格遵守《公務
員守則》，擁護基本法，忠誠於特首及特區政府，團
結一致，竭盡所能履職盡責、服務市民。

民政事務局最重要的兩項工作，是青年工作和構建
地區網絡，而這兩方面工作已經日益成為管治的短
板。社會各界期待新任局長能夠銳意拓展公民教育、
推廣基本法，增強青少年對國家民族的認識和歸屬
感。新一屆區議會已經遭激進極端政客騎劫，泛暴區
議員罔顧服務社區的職責，利用區議會平台不斷製造
政爭、撕裂社會，新任局長應該立場堅定，依法、有
理、有節地遏制扭曲、逾越區議會權力的劣行，保證
區議會正常、正當履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創新及科技局掌管的都是本港
經濟發展最重要、最具潛力的範疇，關乎本港持續提
升整體競爭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要任務是圍繞抗
疫基金充分調配財政資源，迅速落實由特首及政府推
出的紓困救急措施，協助市民渡過難關，以利疫後盡
快復甦；此外，更要着眼長遠，研究制訂進一步提升
本港作為國際資本、金融中心的政策，增加本港對國
際投資者的吸引力，扮演好國家金融市場擴大對外開
放的橋樑角色。創新及科技局要更積極發揮本港科研
基礎實力，結合金融優勢，更宏觀、超前、創新地投
資推動創科，加快本港產業升級。

新人事之下，期盼有新作風、新景象。調整後的新
任者有豐富公務、管治經驗，希望新班子盡快進入角
色，全力支持特首施政，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和
管治效能，與全港市民共同努力，借助背靠內地的優
勢，加強與大灣區的互利共贏合作，助推香港盡快走
出政治陰霾和經濟困境，開創新局面，再上新台階。

政府問責團隊調整 期待提升管治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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