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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踢保」後
被控個案

本周日第二次遭拘捕的8人（6男兩女），
年齡由15歲至27歲，他們已各被暫控

一項「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工具」罪、「管有
任何物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罪、「在公眾
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或「未能在規定下出
示身份證明文件」罪。案件將於今日在粉嶺裁
判法院提堂。

將分段拘控圍攻大興基地者
案發於去年10月中旬，屯門不同地方有異

味傳出，煽暴文宣趁機製造謠言，指警方屯門
大興行動基地發生氣體洩漏，儘管環保署和消
防均證實，但數百人於10月30日晚9時起，
包圍警署挑釁和要求警方解釋，其間有人在附
近破壞公共設施和堵路，行動中，警方共拘捕
45男17女，年齡介乎13歲至42歲，涉嫌非法
集結、違反《禁止蒙面規例》、阻礙警務人員
執行職務、刑事毀壞、藏有工具可作非法
用途及藏有攻擊性武器，警方在行動

中檢獲鐳射筆等物品，而被捕的
62人當中，有52名疑犯拒

絕接受警方保釋安
排。

不過，警
方新界北

總區重案組鍥而不捨調查蒐證，並徵詢律政司
意見，首階段對其中8人採取拘控行動。本月
24日，當日「踢保」的其中8人再被捕並起
訴，打破其「甩身」幻想。

刑案多無追溯期限勿自欺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第二隊總督察温景亨強

調，留意到經常有人教年輕人「踢保」，意圖
誤導年輕人以為「踢保」就可免受刑責。他重
申被捕人即使「踢保」，不代表警方會終止調
查，有關人等仍有可能再被拘捕和被檢控。他
不排除今次案件會有更多人被捕和落案起訴。
他提醒市民，不要輕易相信網上流傳的虛
假消息而做出違法行為，必定要明辨是非真
偽，警方絕不姑息任何違法行為，必定嚴肅跟
進。
泛暴政棍近期用黑暴分子不斷向當局追問

「踢保」數字，妄圖以「踢保」的數字指控警
方「濫捕」，也間接令不少對「踢保」略知一
二的青少年誤以為可以逍遙法外「無事一身
輕」。不過，「踢保」後名義上雖是「無條件
釋放」，但實際上，警方針對被捕人的調查未
有終止，當掌握足夠證據和徵詢法律意見後，
警方可重新施行拘捕並起訴，且絕大部分刑事
案無追溯期限。換句話說，「踢保」只是避得
一時、「自己搵自己笨」的做法，「釋放」被
捕人並不代表警方不會對其作出起訴。

非法「佔中」搞手當年高調掀「踢保」歪風教壞青少年，在過去十多個月黑暴

活動中，「踢保」再經煽暴文宣和泛暴政棍的包裝，又被用來呃青少年以拒絕接

受警方保釋條件，誤以為可免責逍遙法外。警方在「止暴制亂」行動中，多次重

申「犯法便是犯法、踢保不等於清白。」已有多批疑犯在警方進一步蒐證後重墮

法網。最新一例是，62人去年10月30日涉圍攻警方大興行動基地，破壞社會安

寧而被捕，其中52人「踢保」。結果在5個月後，警方上周五再拘捕其中8人並

起訴，其餘被捕者則根據調查及律政司指示，將分階段再進行拘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全民同心抗
疫之際，泛暴派罔顧播毒風險鼓吹「犯
聚」，前晚策劃及組織黑衣人在太古城中
心進行所謂的「千人和你唱」，拉橫額、
扯「獨旗」及叫口號，高峰期聚集500人。
防暴警察到場驅散，以「限聚令」加以勸
告及驅散，反遭煽暴和「黃媒」強詞奪理
指曲解防疫令及「濫權」。警方表示，當
日大批人士因網上煽動到商場叫口號及
「唱歌」，明顯是為同一目的而聚集，根

本是一個集會，警方收到求助到場處理，
過程以警告為主，無作出拘捕及發出告
票。警方斥責集會是「別有用心」，是以「政
治騎劫公共衛生」，為抗疫工作添煩添亂，
令之前抗疫努力功虧一簣，警方出於對公
共衛生負責任的態度，將繼續嚴正執法。

無視40次警告 蓄意聚眾滋事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昨日在電

台節目中表示，警方一直尊重集會遊行自

由，但在疫情下，香港面對公共衛生威
脅，因此要避免群眾聚集，需要作一個平
衡，他強調警方在太古城中心執法行動有
諮詢相關部門意見及根據相關指引作出部
署，並非「貿貿然」行動。他表示，當晚高峰
期有500人在太古城現場，警方接獲逾10
名市民舉報大批人涉違反「限聚令」，警
方當晚和平勸喻在場者離開，當晚發出40
次口頭警告，沒有發出告票或拘捕。
警方也在社交網站發文指出，現行法例

下，公眾活動如遊行及集會均受《公安條
例》及「限聚令」等規管，出席這些活動
的參與者若有「共同聚集目的」，均屬群
組聚集，多於4人的活動參加者均違法。至
於參加者之間是否認識並非考慮因素，只
要抱有「共同聚集目的」出席公眾活動，
無論聚集者是否相距1.5米均違反禁令，而
有關集會是有人別有用心呼籲他人聚集，
是「用政治騎劫公共衛生」，為抗疫工作
添煩添亂，令之前抗疫努力功虧一簣。警
方在行動前有徵求律政司意見，制定執法
準則，批評警方執法不公和「濫權」是錯
誤指控。

「和你唱」犯聚播「獨」騎劫抗疫反誣警

：

18歲男學生去年10月
31日涉嫌推撞警員被
捕，但他拒絕保釋安排，
獲准離開警署。警方經深入
調查後，再將他拘捕及正式落案起
訴他一項襲警罪，早前在西九龍法
院提堂。控罪指，被告於去年10
月31日在旺角彌敦道與荔枝角道交
界的康民角內，襲擊執行警務的警

員A，案件押後至6月1
日再訊。

去年8月12日在沙田非法集會中，有15名
被捕者「踢保」獲暫時釋放，但警方徵詢律政
司意見後，於本月14日正式控告其中5
男1女一項「非法集結」罪，連同較
早時已被控的一名男子，7人
將於5月15日於沙田裁
判法院提堂。

去年9月22日，大批黑衣魔在
旺角警署一帶打砸燒，警方拘捕多人，包
括一名涉嫌縱火的26歲女咖啡師，但她去
年11月拒絕警方保釋（俗稱「踢保」），4個月
以來以為「無事一身輕」。在警方鍥而不捨
調查及徵詢法律意見後，今年3月12日拘捕

該名女咖啡師，起訴她暴動、縱火
等4項罪名。

◆即使「踢保」，不代表
警方會終止調查

◆有關人等仍有可能再
被拘捕和被檢控

◆不排除今次案
件會有更多
人被捕和
落案起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本港疫情稍為
穩定，泛暴已急不可待發起商場所謂「和你唱」，
煽惑青少年和黑衣人公然違反「限聚令」，繼前晚
在太古城中心500人聚集「播毒」，昨又在中環
國際金融中心（IFC）中庭聚集叫囂展示「港獨」
標語和港英旗，有包括未成年青少年被煽動到
場，而阻警「馬前卒」許智峯率領一班中西區泛
暴區議員到場「撐腰」及挑釁警方。警方嚴正執
法及驅散人群，先後向多名違反「限聚令」者發
出定額罰款告票，人群晚上9時許散去。
煽暴文宣前晚在太古城中心「和你唱」後，一

方面抹黑警方曲解「限聚令」和打壓示威，一方
面「照辦煮碗」，在網上再發起「中環和你
唱」，煽惑搞事分子在昨傍晚6時30分，到中環
國際金融中心（IFC）中庭集合，同時又派出黑
哨兵在中環一帶監視警方部署，以及教人逃走路

線，實際上是企圖搞非法集結製造混亂，高峰期
商場內黑衣人及圍觀者僅有近百人，有人展示
「港獨」旗幟和標語，又辱罵警員，防暴警在港
鐵中環站及天星碼頭截查可疑人，其後分批進入
IFC展開行動，不斷用揚聲器呼籲市民避免不必
要聚集，將疫情傳播風險減至最低，重申警方定
必繼續嚴正執法，以協助確保疫情持續受控。
其後警員分別在各層拉起封鎖線，阻止人群靠

近玻璃欄杆，並截查部分青少年。立法會議員許
智峯和中西區區議員葉錦龍等人，不斷使用揚聲
器大叫，反屈警方阻撓市民行商場，要求防暴警
撤走。不過，警員嚴正執法下，先後最少向近十
名涉嫌違反「限聚令」者發出罰款告票，當中有部
分人只有十多歲，而聲稱準備與朋友在商場吃飯
的富商「劉公子」劉定成亦被票控，事後劉公子表
示不會繳交2,000元港幣罰款，並會上庭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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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蕭景源）香港
疫情稍有緩和，泛暴派便開始煽動集會遊行搞
「犯聚」，除煽動在太古城中心和IFC「和你
唱」，職工盟也一直鼓吹「五一遊行」。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被問及延長「限聚令」的考慮因
素是否與遊行示威有關。她表示，香港是一個非
常自由，亦尊重別人和平表達意見的城市，每年
有接近一萬個這樣的公眾集會、公眾遊行，所以
沒可能說在處理公共衛生等時，要考慮這些示威
活動。她強調，有關條例是以保障公共衛生，市
民健康去考慮。
林鄭月娥重申，「限聚令」延長與否的主要考
慮因素包括公共衛生、經濟影響、市民的承受程
度及心理健康，除此之外並無其他，香港是一個
非常自由，亦尊重人們和平表達意見的城市，每
年有接近一萬個公眾集會、公眾遊行，所以無可
能說在處理公共衛生時要考慮這些示威活動。

「限聚令」精準賦警執法權
至於警方前晚在太古城的執法行動，林鄭月娥
指出，條例已寫得很精準，而相關法例其中一個
元素就是「有否共同目的」，有關檢控工作主要
看三點，分別是法律、證據和檢控守則，檢控與
否主要看法律、證據和《檢控守則》。她舉例
指，例如多於四人一起排隊、一起上了一架巴
士，但大家逐一上巴士、各自上班或出行，即不
符合「共同目的」；若多人一起走入一部電梯，
又乘電梯返回各自的寫字樓，亦不違反法例，但
如多人一起去做同一件事，例如一家六口一同去
拜山，便是「共同目的」，但「限聚令」已予以豁
免。她期望「限聚令」在保障市民生活同時，亦
能做到控制疫情的需要。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也進一步解釋，是否違反
「限聚令」，要視乎每件事是否有組織，是經討
論後互動進行，還是只身在該地短暫停留。她舉
例，如果只是排隊等巴士或入升降機，則不構成
違例。特區政府尊重及保護基本法及《香港人權
法案條例》下列明的自由，但這些自由並非絕
對，只要違法便會採取法律行動。
她指出，「限聚令」是因應公共衛生緊急情況
實施，旨在增加社交距離，除了保障市民安全及
公眾健康外，並無其他原因，呼籲市民守法。
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任何的執法檢控都是根
據法律、證據及守則，對於市民日常出行，如排
隊等巴士等，雖有共同目標，但早前已經解釋過
類似日常出行等可獲豁免，從而在保障市民正常
生活的同時，又可避免不必要的聚集引致出現傳
染風險。

限聚是否延長
特首：非關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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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孩童受
煽動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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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錦龍(白恤衫)在場不斷藉詞阻礙
警員執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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