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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昨日在立法

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簡報去年治安

情況時表示，去年香港整體罪案

較前年增近9.2%，其中縱火及

刑 事 毀 壞 的 案 件 增 幅 高 達

219.7%和54.1%。針對有8,001

人因參與反修例示威被捕，當中

逾四成為學生，鄧炳強狠批有人

利用迂迴方式煽動年輕人犯法，

更將責任推卸予政府及警隊，挑

起社會長期對立，自己卻坐享選

票、捐款及外國勢力支持等「政

治紅利」。他強調說：「只要我

還有一口氣，我必然會為公義及

法治，將犯法的人通通拘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港獨」分子游
蕙禎、梁頌恆2016年宣誓就任立法會議員時擅改
誓詞，並以「支那」字眼辱華，及展示「港獨」
標語，被法庭裁定取消議員資格。立法會行管會
2017年入稟區院追討已發放的薪津合共185.9萬
元，惟游梁兩人一直拒絕出席聆訊。昨日區域法
院再度提訊，裁定行管會勝訴，游梁兩人須歸還
立法會185.9萬元並支付訟費。
立法會行管會於2017年入稟，向游蕙禎、梁頌

恆追討已發放的1個月薪金，以及行管會預支的
約83萬元營運資金，即合共185.9萬元。去年6
月，案件在區院進行案件管理聆訊，當時原告擬

將他們各人的案件合併審理，但游梁兩人缺席聆
訊。在該次聆訊後，聆案官頒令他們以書面交代
缺席聆訊的理由，並要求他們就是否繼續抗辯表
態，但兩人始終沒有回應。
案件昨日再在區域法院提訊，游蕙禎和梁頌恆

再度缺席聆訊，亦沒有律師代表。控方指在2018
年底已要求游梁兩人進一步交代抗辯理據，以及
於2019年4月要求兩人就案件管理填寫問卷，惟
兩人至今仍沒有任何回應，因此要求法庭頒下直
接判決。
司法常務官因游梁兩人缺席聆訊，以及未有提

出抗辯理據，遂裁定行管會直接勝訴，游梁兩人

須各自向行管會歸還約93萬元，當中包括已發放
的一個月薪金9萬多元，以及行管會分別預支給
他們83萬多元營運資金，另需支付訟費。
「青年新政」成員梁頌恆及游蕙禎雖在2016年

立法會選舉中勝出，但兩人同年10月12日在立
法會大會上宣誓就職時擅改誓詞，在英語誓詞上
加入「效忠香港民族」的字句，又以「支那」字
眼辱華，及展示「香港不是中國」的「港獨」橫
額，另外游蕙禎又以「Re-fxxking」作為共和國
（Republic）的英語發音。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
拒絕接納游梁的誓詞，法院其後宣佈游梁兩人的
議員資格於大會上宣誓無效時已被取消。

區院裁游梁敗訴 須向立會還薪津18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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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雨
航）有警隊高層分別被指
住所涉僭建及霸佔官地，
屋宇署及地政總署日前派
員跟進。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表示，不評論個別事件，
但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執法部門調查時會一
視同仁、依法依規，不會
理會涉事人的身份，完成
調查後會盡快公佈結果。
就警務處助理處長陶

輝、總警司莊定賢及新界
北總區警司韋華高日前接
連被指稱其住所涉不同違
規情況，警務處處長鄧炳
強昨日在回應時表示，調
查僭建屬個別部門的工
作，但警方會調查涉事警
員整體上有否違反公務員
及警隊守則，而涉事警員
目前未被停職，但若指控
屬實，警方會再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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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炳強批有人為政治紅利煽人犯法。
資料圖片

鄧炳強昨日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交代去年的罪案數字。去年

香港整體罪案有59,225宗，較2018年增
加約5,000宗，增幅近9.2%，而罪案上升
主要受修例風波影響，包括直接衍生的罪
案、或因守法意識薄弱而間接引發的罪
案。

黑魔肆虐 縱火案增219.7%
鄧炳強指出，去年上半年，整體罪案數
字是自1977年有半年統計以來的新低，
但修例風波引致大量暴力及違法行為，令
去年全年罪案數字自2007年後首次回
升，其中縱火及刑事毀壞的案件，較
2018年分別增加637宗及2,629宗，增幅
高達219.7%和54.1%。
由去年 6月至今年 4月 15 日，共有
8,001人涉及修例風波而被捕，其中1,365
人已被起訴，556人被控暴動罪，被捕者
中有 3,286 人報稱是學生，佔整體約
41%，未成年被捕者比例更由6%升至
30%，中學生被捕人數亦在去年12月起
超越大專生。

指被捕年輕人受誤導而仇警
鄧炳強表示，被捕年輕人都是受害人，

並形容他們是被虛假新聞誤導而產生對政
府及警隊的仇恨，並因此大肆破壞社會，
甚至對意見不同的人濫用私刑，當他們面
對法律制裁時，煽暴的人則獲得金錢及其
他「政治紅利」。
公民黨議員譚文豪發言時聲稱不明白何

謂「政治紅利」，反稱警方過往在遊行集
會期間，多次對反對派「使用過度武
力」。
民主黨議員林卓廷則稱警方若有證據，

應以煽動罪拘捕政治人物，而非「虛假指
控」。「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就反咬警
方才是「政治紅利」的得益者，稱警方因
加班「升官發財」。

諷煽暴者子女從不參與暴力
鄧炳強反諷，煽暴的人永遠不會令自己
身陷險境，他們及其子女從不參與暴力，
卻任由其他年輕人犯法坐監，再藉此享受
「政治紅利」，這就是他們「最惡毒之
處」。他又質疑反對派議員的發言在包庇
和縱容暴力，企圖將治安變差的責任推卸
予警方及政府，為暴徒和煽動暴力的人開
脫，「這些都是活的證據。」
在會議結束前，鄧炳強特別不點名提到

警方日前拘捕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及

一些「有權勢的人」後，暴徒為阻礙警方
執法，針對警隊的行為變本加厲，同時強
調若有人影響執法效率，相信最終受害的
都是全港市民。
他直言，對本港現況感悲傷，批評有人
為獲取「政治紅利」鼓吹暴力，讓本港治
安在過去10個月愈變愈差，令法治蕩然
無存，但他強調說：「只要我還有一口
氣，我必然會為公義及法治，將犯法的人
通通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上周六在九龍
灣聖若瑟英文中學舊校舍發現懷疑黑暴分子收藏
的爆炸品及化學品，包括手擲式球形炸彈、壓力
煲炸彈、黑暴去年佔據理大時偷走的危險化學
品；鑑於案情嚴重，昨日警方及爆炸品處理課等
人員再到舊校舍，展開進一步徹底搜尋爆炸品及
化學品，但至收隊前未有特別發現。惟事件反映
出本港空置校舍保安問題出現漏洞，恐被黑暴利
用作「軍火庫」或「基地」。

警再搜聖若瑟舊校舍
昨晨10時許，多輛警方不同部門車輛駛至彩
石里聖若瑟英文中學舊校舍外停泊，當中包括爆
炸品處理課、機動部隊、重點及搜查組，由警員
在舊校舍門外拉起封鎖線，人員魚貫進入舊校舍
再次徹底搜尋是否藏有爆炸品及化學品，其間更
召來專門尋找爆炸品的搜索犬協助行動；直至中
午12時許，警方在舊校舍內詳細搜索約兩小時
未有特別發現，陸續收隊及解封離去。
根據資料，聖若瑟英文中學舊校舍，自2010

年開始空置及轉由教育局管理，經過近8年討論
始確立讓坪石天主教小學重置，但疑因復修工程
嚴重超支，校舍至今仍然空置；其間政府部門雖
有聘請保安看守，但非全日制，校舍保安明顯出
現漏洞，令黑暴分子有機會潛入校舍收藏爆炸品
及危險化學品。
根據規劃署「經中央調配機制檢討的空置校舍
用地」列表，全港有近200間空置校舍，隨時可
能會被黑暴利用作「軍火庫」或「基地」，當局
需要盡快全面檢討空置校舍管理及保安問題。

上周六廢校廁格現爆炸品
上周六(2日)下午1時許，4名少年潛入聖若瑟

英文中學舊校舍玩「WARGAME」，其間在地
下一男廁內中間廁格發現可疑物品，於是報警。
警方到場調查共發現10公斤化學品及大批爆
炸品，爆炸品包括手擲式土製炸彈（手榴彈）、
壓力煲炸彈、烈性炸藥及遙控引爆裝置等；化學
品則有哥羅芳、山埃、水銀、乙醇、金屬鈉等劇
毒及高度易燃性物質，相信是來自去年11月黑
暴佔據理大時實驗室被盜化學品的一部分，估計
黑暴利用空置校舍作「軍火庫」；事件反映本港
空置校舍保安出現嚴重漏洞。

警憂空置校舍淪黑暴「軍火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

府拍板建造的東涌線延線全長1.3
公里，並增設兩個車站，預算造
價約187億元，規劃設計需時3
年，預計2023年動工，至2029年
完工。在昨日立法會鐵路事宜小
組委員會會議上，有議員認為造
價過高，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
表示，最初於2013年估算的60多
億元造價，並未計算東涌東站的
成本，其中涉及非常多和複雜的
工程。他說，政府會因應港鐵項
目詳細設計及發展參數的改變進
一步確定預算成本，並指政府會
否負擔工程費用，要視乎港鐵的
物業收益能否足夠支付。
另外，小組委員會亦討論去年9

月東鐵線列車在紅磡站出軌事
故，港鐵車務總監李家潤再次向
受影響乘客致歉，強調會汲取經
驗，避免同類事件發生。被議員
追問除涉事車長，有否港鐵高層
要問責離職，李家潤表示，根據
公司內部程序有相應人事處理，
不同職級因應職責須為事件負責
任，涉事職員相關程序仍然未完
成，暫時無管理層離職，但強調
港鐵會集體為事件負責。港鐵早
前公佈出軌事故調查報告，指起
因是出事位置一個道岔於事發前
一個月更換路軌軌枕，新軌枕與
舊軌枕不配合而導致兩條路軌產
生距離，即動態軌距擴闊至超出
關鍵水平所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火炭駿洋邨檢疫中心昨日凌晨發
生襲擊案，一名正接受強制檢疫
的巴基斯坦裔男子，疑因在手機
同鄉群組內言論「惹火」，遭兩
名入住該邨的同鄉持木棍尋仇打
傷，兇徒施襲後逃去無蹤，傷者
由救護車送院治理。案件交由沙
田警區刑事調查隊第六隊跟進，
暫未有人被捕。
據悉，遇襲43歲男事主，巴基
斯坦裔，早前與同鄉由外地到
港，須安排入住駿洋邨檢疫中心
接受14天強制檢疫，其間事主與
接受檢疫的同鄉開設多達80人的
聊天群組互通消息，但疑曾於群
組內評論同鄉照片時起紛爭，因
言論「得罪人」而惹禍。
事發昨凌晨零時許，事主在入

住的駿逸樓單位內聽到有人拍

門，不以為意開門赫見為兩名有
積怨同鄉，兩人手持木棍不由分
說向事主施襲，事主手指及頸部
受傷，兩同鄉得手後逃去，事主
負傷報警，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方列作「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
傷害」案處理，正調查案發起因
及是否有人違反隔離檢疫令。
兩名疑兇犯案時穿黑色上衣、

黑色褲、戴口罩及手持木棍，不
排除仍匿藏在駿洋邨，警方正全
力追緝兩人下落。
根據資料，政府因應新冠肺炎疫

情，由今年2月中開始徵用火炭駿
洋邨作為檢疫中心，專門接收需14
日隔離觀察及強制檢疫人士。上周
四(4月30日)政府安排319名滯留巴
基斯坦港人乘包機抵港，在亞博館
接受強制病毒檢測後，再送往火炭
駿洋邨接受強制檢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九龍灣彩石里聖若
瑟英文中學的舊校舍有懷疑爆炸裝置一事，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柯創盛認為，事件反映空置校舍輕易讓人進入
「遊玩」，管理及保安方面出現漏洞。
他並指出，去年在灣仔華仁書院山坡亦發現土製炸彈

裝置，學校或成黑暴的溫床，政府及警方必須加大力度
打擊，避免暴徒在學校內或在黑暴行動中，釀成人命傷
亡。柯創盛並表示，將與民建聯團隊稍後約見教育局局
長楊潤雄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要求跟進空置校舍的保
安漏洞，及學校或有可能成為黑暴溫床等問題。

陳帆談東涌延線造價
最初未計東站成本

駿洋檢疫南亞漢 得罪同鄉遭棍毆

民記促堵廢校保安漏洞

■去年香港華仁書院發現兩個土製遙
控炸彈。 資料圖片

■警方昨日再到聖若瑟英文中學舊校舍搜查是否仍藏有爆炸品及化學品。

■警方召來專門尋找爆炸品的搜索犬協助行動。 ■行動期間爆炸品處理課亦有到場調查。

一哥批煽青犯法者袋「政治紅利」
指泛暴卸責政府警隊 強調一息尚存必盡拘違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