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簡 旼

20202020年年99月月77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0年9月7日（星期一）

2020年9月7日（星期一）

攬炒及煽暴政棍、「人

民力量」副主席譚得志

（快必）涉嫌今年6月至

8月期間，最少29次以擺

街站舉辦防疫健康講座為名，實質發表引起對政府的憎惡和藐視以

及引起民間不滿的煽動文字，同時在facebook等平台直播有關訊

息，昨日被警方國家安全處人員上門以「發表煽動文字」罪拘捕，

一部懷疑與案有關的手提電話亦被檢走蒐證。根據記錄，譚得志已

非首次涉及涉嫌煽惑暴力和仇恨或涉及其他刑事罪行被捕。

涉發表煽動文字 譚得志被捕
警方國安處檢手機蒐證 疑借疫挑起民間對政府不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
桂華昨日表示，現年47歲的譚

得志所干犯的「發表煽動文字」罪
行，屬《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二百
章第十條。
他所牽涉與案有關的29次街站，全
部於今年6月底至8月期間在全港各區
進行，大部分於九龍區進行。李桂華
指，被捕人在疫情之下，限聚令生效
期間，巧立名目，以舉辦健康防疫講
座街站為名，實質發表一些引起對政
府的憎惡和藐視，以及引起民間不滿
的文字和宣傳言論，同時在facebook
等平台直播有關訊息。
李桂華承認調查譚得志之初，是以懷
疑他干犯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條煽動分
裂國家罪進行調查，經調查蒐證及向律
政司諮詢法律意見後，認為以涉嫌發表
煽動文字作拘捕較為適合，但案件仍會
交由警方的國家安全處繼續調查。根據
香港國安法第三條，警方除可用香港國
安法調查處理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
外，香港其他合適的法例亦可使用，而
今次正正是一個例子。

傳媒鏡頭前粗口辱警
昨日早上約10時15分，警方國家
安全處多名人員掩至譚得志位於大埔
的寓所將他拘捕。譚得志被反鎖雙手

帶走時，聲稱是被指涉及今年3月至7
月的言論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而被
捕，又在傳媒鏡頭前不斷以粗口辱罵
警員「死黑警」、「黑警死全家」、
「×你老×」等，最終被押往大埔警
署繼續扣查。
登入譚得志的facebook專頁可見充

斥煽惑所謂「抗爭」言論，包括煽惑
黑暴9月6日「再戰街頭」參與非法集
結及示威，以及「五區狗隻健康講
座，開心唔開心呀」、「黑警殘害大
肚婆，孕婦吹雞圍狗屋」等。
另據譚得志對上一次於8月30日在

觀塘瑞和街街市外擺街站的片段所
見，他同樣藉舉辦健康防疫講座為
名，反對政府推行的普及社區檢測計
劃，並引起大批市民聚集，造成混
亂。警員到場維持秩序時，有人則邊
派口罩邊大叫是在派發「黑警死全家
口罩」、「721 唔見人口罩」以及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罩」，言語極
盡挑釁，企圖引起市民仇視警隊和憎
惡政府。

初次定罪可囚兩年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二百章第十

條，任何人發表煽動文字即屬犯罪，第
一次定罪最高可處罰款5,000元及監禁
兩年，其後定罪即可處監禁3年。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昨日
發表題為《「烈顯倫之問」振聾發聵 香港
司法界是時候回答了》的「人民銳評」，全
文如下：
「終於有人說出了正確的話」。香港終審

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近日發表《是時候
緊急改革了》的文章，贏得香港市民廣泛認
同和支持。文章提醒香港司法界人士，勿再
如迷途羔羊般扭曲基本法、歪曲甚至踐踏香
港法律，勿再成為街頭暴力的辯護者。
作為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律界前輩，也是一
位資深外籍法官，烈顯倫見證了香港幾十年

的歷史。他的文章中肯而理性，發人深省。
然而，這樣的警世良言，也戳中了某些人脆
弱的神經。有反對派議員對文章列舉的事實
置若罔聞，試圖顛倒黑白、混淆視聽；有長
期反中亂港的律師惡語相向、出口成
「髒」，煽動網民對烈顯倫進行人身攻擊。
這些人越是緊張、越是跳腳，越說明這篇文
章道出了真相、擊中了要害，打到了「攬炒
派」的「七寸」。
香港司法界的一些人在修例風波中扮演什

麼角色？「攬炒派」顛倒是非本領再高，也
迷惑不了香港市民。「修例風波」以來的一

樁樁、一幕幕，大家都看在眼裏。警方在
「修例風波」中拘捕的9,672人絕大部分都
處於保釋狀態，其中像非法持有大批槍械和
違禁武器、當街圍毆蓄意傷人這樣的嚴重犯
罪都能獲得保釋，「警察抓人、法官放人」
難道不是縱容街頭暴力麼？
在歪曲行政主導體制、曲解基本法立法

原意上，香港司法界一些人不遺餘力。烈
顯倫提到最令人驚詫的例子是高等法院法
官去年11月判決的《禁蒙面法》案，他們
宣稱《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牴觸了1997年
6月後在香港確立的「憲制秩序」。日前，

香港大律師公會再次故技重施，歪曲理解
基本法，為其三權分立主張辯護。香港的
憲政秩序由基本法確立，基本法的解釋權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法律界的一些人
揣着明白當糊塗，極盡歪曲之能事，無非
是想搶奪香港政治體制的話語權，為自己
的政治目的張目。
法治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所在。有以普通

法為基礎的司法審判體系，有不容踐踏的法
治精神，成就了香港不錯的家底和核心價
值。然而修例風波以來，香港街頭違法暴力
活動不斷，「港獨」「違法達義」等錯誤言
論大行其道，暴力橫行、法治不彰，這和司
法界的一些人一味姑息縱容不無關係。對暴
力違法行為的縱容，就是對絕大多數守法行

為的傷害。
「要麼成為大灣區與外界的閃耀紐帶，要

麼成為華南海岸一個微不足道的中小城
市」，烈顯倫不無憂心地提醒，這是香港歷
史上的關鍵時刻，在未來幾年中作出的選
擇，將決定香港歷史發展的方向。的確，對
今天的香港司法界來說，既要徹底改革弊
端，使制度擺脫繁文縟節，堵上司法實踐的
漏洞，更要走出意識形態的紛爭，回歸到
「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
止爭也」的本來面目。
其實，「烈顯倫之問」不僅需要司法界人

士回答，經歷「修例風波」，所有香港市民
都必須深刻思考，未來何去何從。我們相
信，香港人一定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人民銳評：「烈顯倫之問」振聾發聵 香港司法界是時候回答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派近
日一再指鹿為馬，稱香港是「三權分立」。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
facebook上發文釐清相關概念，指出「三權
分立」的概念原本來自西方，英文是
「separation of powers」，「英文的原意並
沒有『三』，總之是行政、立法、司法等各
有各的權力，這說法有點像『阿媽係女
人』。」他指出，用西方主權國家的一套做
標籤，貼在香港的行政立法權力關係上面，
是自尋煩惱，並強調在學校教政治體制，應
該突出香港的特點。
梁振英昨日在fb撰文指出香港體制特別之

處。他表示，外國沒有行政會議，但行政會
議在香港的權力頗大，有制衡行政長官的作
用，卻又不是政府一部分，「基本法關於行
政會議的條文是寫在《行政長官》的一
節」。

學校教政治體制應突出港特點
他質疑攬炒派道︰「哪（那）為什麼香港的體

制不是『四權分立』？」他強調，在學校教
政治體制，應該突出香港的特點，不應亂套
外國體制，「否則不三不四，教壞細路。」
他其後又發表另一帖文講香港立法會的權

力。他指出，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規定，立法會
議員只可以提出「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
制或政府運作」的法律草案，「凡涉及政府
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
同意」。因此，立法會議員有權提出的立法
範圍極窄、例子極少，立法及廢除法律的主
動權幾乎完全在特區政府手上，立法會的權
力就只是否決特區政府的法律草案，「這就是
我們在起草基本法時說立法會的制衡作用。」

羅致光：概念應用不應含糊
另外，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昨日亦發

表網誌表示，所謂「三權分立」只會在行
政、立法、司法機關互相制衡的概念上，引
來不必要的聯想，認為要清清楚楚說明香港
是「行政主導、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互相
制衡和配合」，強調在重要的事情上，「我
始終認為概念的運用不應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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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得志多次被控被拘
◆8月23日，在九龍灣港鐵站外舉行所謂健康講座街站，被警員以違反
限聚令票控。
◆7月17日，在數碼港被捕押送粉嶺裁判法院提堂控告3條罪，即今年
1月17日在大埔海濱公園露天劇場舉行的一個公眾集會內「煽惑他人參
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及「煽動意圖」罪，以及於1月19日在中環遮打
花園的未經批准遊行中「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
◆5月24日，在銅鑼灣東角道以擺健康講座街站為名派發政治宣傳單張
被捕，被控舉行或召集未經批准公眾集會、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拒絕
遵從或故意忽略遵從警務人員作出的命令，兩日後在東區裁判法院提
堂，案件押後至9月14日再訊。
◆5月31日，在中環碼頭舉辦籌款活動時，因腳踢被稱「大 Man」的
石房有，8月18日於東區裁判法院承認一項普通襲擊罪，判罰3,000
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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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普檢計劃昨再檢出 5 宗新感染
者，至今已發現11宗社區個案，顯示普
檢確實能夠有效找出隱性患者，有助切
斷病毒傳播鏈。檢測結果是政府判斷社
區疫情狀況、制定抗疫策略、放寬限聚
措施的決策基礎，也可以幫助外界了解
本港控疫現狀和調整通關措施，讓政府
為推出港康碼做好準備。越多市民參與
普檢，計劃效用就越大，市民應珍惜機
會，積極參與檢測，為成功抗疫出自己
的一分力。

因為有社區普檢，才能找到這 11 名
隱性患者，明顯降低了社區擴散的風
險，證明普檢發揮作用，從而進一步
獲得市民支持。截至昨晚，普檢預約
登記人數已超過 113 萬，累計超過 100
萬名市民已接受採樣，政府決定將普
檢計劃延長4天，並因應情況可再延長
3天。隱性患者不能及時發現，隨時可
引爆新感染群組，讓疫情進入不斷反
覆的惡性循環。因此，盡快提升市民
參與比例，讓普檢計劃發揮更大效
用，找到更多隱性患者，是本港抗疫
的成功關鍵。

市民看待普檢計劃，除了要看到普檢
切斷隱性傳播鏈、控制疫情的重要性，
更應看到普檢的數據是政府制定控疫方
案、放寬限聚措施、準備下一波抗疫策
略的重要依據。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
始指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結束後，當
局會分析數據，掌握究竟有多少隱形病
人、分布如何、什麼組群及年齡層等，

對制定未來防疫抗疫措施有一定幫助，
尤其專家指冬天會有另一波疫情，了解
現時整體情況，有助將來應對。

本港普檢的數據，亦是外界評估本港
控疫情況、實施通關措施的重要依據。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跨境出
行的活動往往牽涉到你要去的地方是否
容許你入境，是否容許你不需要做隔離
檢疫，因此當地會很希望了解究竟香港
的疫情是怎樣，普檢數據就可成為重要
參考。因此，越多市民積極參與普檢，
越能反映本港疫情的真實情況，既幫助
特區政府控制疫情，也讓外地對本港市
民的健康放心，為本港市民早日恢復到
外地旅遊、公幹創造條件。

特區政府推出港康碼，開展一系列創
科抗疫計劃，也離不開普檢的數據。特區
政府計劃在本港疫情穩定後，落實使用健
康碼，以助粵港澳三地居民恢復正常往來
及經濟活動。能否順利推出港康碼，並獲
得廣東和澳門兩地的認可合作，此次普檢
的結果非常重要。普檢既是篩選出隱性患
者，加快控疫步伐，也鍛煉提升了本港的
檢測能力，為日後推出港康碼進行檢測積
累經驗、做好準備。

本港能夠進行大規模的社區普檢，得
益於國家的大力支持。目前內地馳援本
港的檢測人員已達570人，政府抗疫顧
問許樹昌形容今次普檢計劃「千載難
逢」。市民為己為人為港，都應把握此
次普檢的機會，助本港盡快擺脫疫情困
擾，讓經濟民生復常。

珍惜普檢機會 為港康碼綢繆
昨日是原定立法會選舉日，政府因應疫情嚴

峻，為保障市民健康安全，在7月底宣布將立法會
選舉延期一年，但攬炒派竟然以此為藉口煽動在
九龍舉行非法遊行，企圖再製造黑暴橫行的亂
局。目前本港疫情稍為喘定，社會逐漸恢復安
寧，但樹欲靜而風不止，煽動「港獨」分離的攬
炒派不肯善罷甘休，借疫情和選舉議題，誤導煽
動市民尤其年輕人繼續進行暴力抗爭，目的是要
延續激進攬炒的政治能量，謀取政治利益。廣大市
民必須看清攬炒派亂港謀私的一貫習性和險惡居
心，堅決支持警方依法止暴制亂，將攬炒派政棍繩
之以法，保障市民健康安全，還香港法治穩定。

本港疫情遲遲未穩定受控，為保障公共安全和
市民健康，確保選舉在公開、公平情況下進行，
特區政府決定將立法會換屆選舉推遲一年舉行，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特區政府推遲選舉、立法會任
期等問題作出決定，令推遲選舉具有無可挑戰的
法律效力，合乎情理，順應民意。從過去一個多
月疫情的進程來看，當局7月份作出的延遲選舉決
定，無疑是正確的，正因為推遲選舉，減少選舉
活動人群聚集，為有效限聚創造了重要條件，才
換來本港確診個案逐步回落。

但是，少數頑固的激進攬炒派執意在原定選舉
日煽動街頭對抗，在疫情之下糾眾公然違反限聚
令，明顯增加病毒社區擴散的風險。攬炒派為挑
起政爭，瘋狂散布各種謠言，不斷攻擊抹黑內地
對香港抗疫的援助支持，污名化普及社區檢測，
還把便利市民跨境往來、有利本港經濟民生復甦
的「香港健康碼」當作煽動街頭抗爭的工具。這
種種低劣行徑，繼續暴露攬炒派置市民安全和香
港整體利益於不顧，借疫情搞攬炒，不惜犧牲市民
的生命健康安全，凸顯其毫無底線、冷血無良。

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已經有一段時間，中央和
香港有關國安機構設立並開始履行職責，堅決果
斷依法辦事，曾經無法無天、氣焰囂張的黑暴攬
炒勢力有所收斂，香港出現由亂轉治的積極轉
變。但仍有一小撮攬炒分子死心不息，昨日黃之
鋒、梁國雄、黃浩銘、岑子杰等攬炒政棍再現身
街頭，用具迷惑性、煽動性的語言，揚言要「重
燃戰火」「絕地反擊」，誘導少數仍執迷不悟的
市民和年輕人參與非法集結，進行暴力抗爭。昨
日九龍多區再出現以雜物堵塞道路，有人向警察
投擲硬物，高叫「港獨」口號，去年修例風波中
觸目驚心的亂象重演，令人氣憤。

修例風波令本港法治穩定遭受前所未見的重
創，社會嚴重撕裂，經濟民生發展大受影響，全
港市民都淪為受害者，只有攬炒派趁亂急速冒
起，更收割了區議會選舉的政治紅利。香港越
亂，攬炒派的生存空間越大，收取的政治利益就
越多。香港國安法出台實施，本港局勢回復平
穩，攬炒派自覺利益受損，當然不會善罷甘休。
他們操弄選舉話題，企圖製造新一波政爭激化矛
盾，令本港重陷動盪不安，以利他們渾水摸魚，
搶奪政治話語權，拉抬政治聲勢，積聚亂港政治
能量。

修例風波殷鑑不遠，廣大市民絕不想見到本港
再次黑暴氾濫，法治穩定蕩然無存。昨日街頭暴
力抗爭重臨，打破了本港近半年來難得的安寧氣
氛，讓社會各界進一步看清攬炒派反中亂港的真
面目，更加明白在維護香港國家安全和法治穩定
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沒有任何灰色地帶，必須立
場堅定、態度鮮明地支持警方嚴格按照香港國安
法和本港法律，懲治攬炒派政棍及違法暴力者，
共同維護本港的繁榮穩定。

堅決打擊攬炒勢力亂港謀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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