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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犯聚被捕 270 人涉非法集結
2020年9月8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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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稍為緩和，「獨人」及攬炒派

攬炒區員到場煽惑「抽水」

■警方前日平暴至深夜
警方前日平暴至深夜，
，
拘捕大批涉嫌非法集會
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政棍又大舉「晒馬」，前日於九龍區
進行大規模非法集會、堵路及向警員
投擲硬物，警方平暴至深夜，於油麻
地及旺角一共拘捕 289 人，當中 270
人涉非法集結，其餘罪行包括在公眾
地方行為不檢、藏有攻擊性武器、刑
事毀壞、遊蕩、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

▲防暴警員截查示
威者，當中不乏年
輕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務、拒捕等。被捕者除泛暴政團社民
連梁國雄等三名頭目外，亦有攬炒派
區議員鄭仲文等。另於警方的驅散行

◀防暴警員押解示
威者返警署扣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動中，共向 117 人發出違反限聚令的
定額罰款告票。昨日整天都有被捕疑
犯的家人，於多間警署外守候，等候
保釋家人。

涉危駕「豬嘴」車長被加控藏武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搞事常客
「Lunch 仔」
被捕

曾健成岑子杰等違限聚令
社民連前日亦大舉出動參與非法集會，其中
主席黃浩銘、副主席梁國雄、行政委員陳皓桓
均涉非法集結被捕外，同時被票控違反限聚
令；另外社民連區議員曾健成、岑子杰和副秘
書長陳寶瑩等人，亦於佐敦一帶被票控違反限
聚令。至於「獨人」西貢區議員鄭仲文和助理
亦一同被捕，與一眾被捕者被送往紅磡警署通
宵等候錄取口供。
有被送到紅磡警署的被捕者透露，他們在警
署內獲安排到停車場羈留，輪流落口供。由於
停車場沒有冷氣，十分炎熱難捱。他與一眾疑
犯需穿上號碼背心，惟因被捕人數太多，號碼
背心亦不夠用，後來者需改佩戴識別手帶。
另外，大批被捕者的親友和家人均通宵於多
間警署外守候。直至昨日中午，被扣查疑犯最
多的紅磡警署外，仍有大批家屬在場等候保釋
其家人。多位攬炒派區議員到紅磡警署外「抽
水」，擺設物資站聲稱協助家屬了解情況，借
機繼續散播仇警情緒。

新巴昨日表示，已與有關車長取得
聯絡，稍後會向該車長進一步了解前
日事件的詳情，又指公司知悉有車長
上班時會自備士巴拿，以便有需要時
調校巴士的倒後鏡。強調公司沒有規
定或禁止車長上班時自備士巴拿調校
倒後鏡，車長亦可到站長室借用工具
使用。
根據警方前日（6 日）的現場直播
視頻顯示，在油麻地彌敦道近永星里
附近，警員當天下午 4 時 21 分把該輛
970 號線新巴截停，當時巴士停在中
間行車線，司機被要求離開駕駛室。
警方稱涉事司機無故響號，「嚴重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於
前天旺角及油麻地的非法集會中，出
現眾多未成年的搞事者，當中一名 12
歲女童在警員截查時，突然拔足逃
跑，被警員撲倒制服，引起市民關
注。警方解釋，由於女童形跡可疑，
因此以最低武力制服。警方非常關注
有未成年少女參與受禁群組聚集，更
擔心少女身處混亂的違法示威現場，
會對其人身安全構成威脅。警方強烈
呼籲，未成年的人應遠離高風險的示
威活動。
警方表示，前天下午 4 時許，在西
洋菜南街有近百人非法集結及叫囂，
遂向人群發出警告，要求他們離開。
然而，有部分人拒絕離開，警方於是
截停搜查相關集結者，包括該名企圖
逃跑的 12 歲少女。經調查後，該名
12 歲少女與現場其餘參與受禁群組聚
集的人，因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
（禁止群組聚集）規例》而被票控。
由網上流傳視頻清晰可見，警員截

■女童（白衫）見警察突然逃跑。
網上截圖 ■警員合力把女童制服。
查涉非法集結人群時，該名穿半截褲
女童突然繞開警員，拔足飛奔。附近
警員見有人逃跑，立刻追堵，結果該
女童被一名警員迎面撲倒制服。雖然
女童逃避警方截查，但警員對女童並
無使用任何暴力。
該女童和大部分被捕疑犯類似，事
後均聲稱自己「只是路過」。女童母
親何太向媒體表示，事發前她與一對
子女在旺角買菜，她先回寓所，子女
自行往附近店舖買文具，兩人途經西
洋菜南街時被防暴警截停，12 歲女兒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
恩國表示，警方去年就針對警員、特務警
察及其家屬被「起底」及滋擾等行為，向

高等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違反禁制令的
人有機會干犯藐視法庭罪。今次廖偉濂的
行為已經涉嫌違反法庭的禁制令，甚至有
機會干犯了藐視法庭罪行。
他認為，廖偉濂等人視法庭禁制令如
無物，抱着網上世界難以執法及會獲得輕
判等心態，不斷侵犯警務人員私隱，律政
司必須嚴正對待有關問題。

丁煌：轉發信息也算違禁令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大律師丁
煌認為，就算只引用轉發信息，由於起底
的內容同樣已被公開，已侵犯了該名警員
及其家人的私隱，屬於涉嫌違反禁制令。
丁煌指出，近年起底成風，尤其是針
對警方及其家屬的情況相當嚴重，特區政
府必須採取適當行動，遏止這些歪風繼續
蔓延，令香港法治精神免受破壞。

葉俊遠籲勿發煽動言論
民建聯司法及法律事務副發言人、律
師葉俊遠表示，早前中西區區議會主席、
民主黨鄭麗琼也曾在社交媒體上，不當地
公開一名警員及其家人資料的帖子，帖子

王惠貞：勿縱容任何人破壞安定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
聯會理事長王惠貞表示，警方在是次拘捕
行動中果斷執法，是對企圖挑戰香港國安
法行為的零縱容。她續說，自從香港國安
法生效後，社會基本恢復了往日的平和，
大家亦都感受到擁有一個安定有序社會的
重要性。
她希望檢控部門堅守底線，不要縱容任
何人用任何藉口破壞香港安定，讓他們知
道違法的代價，才能維護香港安定，保障
市民人身安全。

張學修：不容暴亂分子呼風喚雨

■前「香港眾志」常委廖偉濂在其 facebook 賬戶貼上一條連登針對警員的連
結。
廖偉濂fb截圖
內有人發布鼓吹暴力及煽動仇恨的言論，
被警方指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及
第十條「具煽動意圖」罪名拘捕。他勸喻
網民不要誤以為轉發其他平台內容，便可
以肆無忌憚地進行起底及逃避刑責。

網上截圖

因害怕逃跑，混亂中倒地，被至少三
名警員壓在地上，左手肘擦傷。其 20
歲兄長上前了解，亦遭按地制服致左
膝腫起。

女童聲稱「好驚」下意識逃跑
事後何太陪同子女乘救護車到醫院
治 理 傷 勢 。 女 兒 Pamela 形 容 自 己
「當時好驚」，承認當時冷靜不下
來，就下意識逃跑。
她的兄長稱被控違反限聚令不合
理，揚言不會繳交罰款。

三白眼縮骨避遊行 走去擺街站

馬恩國促嚴正對待洩警私隱

響警員工作，亦有可能挑動在場人士
情緒。」故將他截停調查，以涉嫌危
險駕駛把他拘捕及帶署。
此外，有司機昨日自發發起
「按章工
作」
，但乏人響應，新巴運作正常。

警籲未成年者遠離高風險示威活動

前「眾志」fb起警員底 法律界：涉藐視法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
派一直無視法庭的禁制令，非法披露警員
資料。前「香港眾志」常委廖偉濂，前日
於他 facebook 賬戶貼出一條連登連結，針
對一名在旺角處理非法集結活動警員的個
人資料。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此行為已涉嫌違反法庭
的禁制令，有機會干犯藐視法庭，可被判
罰款甚至監禁。
周日（6 日）旺角非法集結活動剛結束
不久，廖偉濂就於其個人facebook 賬戶轉
發網上討論區連登的連結，連結內容肆無
忌憚地對一名在旺角執勤警員及其女友進
行大起底，展示該名警員的姓名、電話、
社交網站賬戶等，並貼出相關警員在旺角
執勤的相片。連結內更有該警員與女友的
合照，部分留言以猥褻及具侵犯性的言
論，對警員的女友評頭論足，有網民更揚
言要「推到『狗男女』×街」。

■被捕「 豬
嘴」新巴司
機昨日獲准
保釋。
資料圖片

政協委員盼檢控部門堅守底線

昨日中午，有人於中環置地廣場的中庭位置
發起所謂「和你 Lunch」示威，宣稱抗議警方
前日於旺角及油麻地的拘捕行動，惟現場僅得
零星數人參與，商場搞事常客「Lunch 仔」、
姓李的中六男學生亦有現身，其後各人在商場
各層遊走及叫口號，並與商場保安及途人爭
執，驚動警員到場拉起封鎖線調查，最終以涉
嫌「妨擾公眾秩序」把「Lunch仔」拘捕。
另外，一名女子亦疑襲擊商場的保安員被帶
上警車。
至於警方前日在旺角及油麻地拘捕的 289 人
中，包括 177 男和 112 女，年齡介乎 13 歲至 71
歲。他們分涉非法集結、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危
險駕駛、藏有攻擊性武器、刑事毀壞、遊蕩、
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拒捕、管有第一部毒
藥、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及逾期居留等。被
捕者昨日起陸續獲准以500元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大批
警員前日下午在旺角及油麻地處理由
「獨人」攬炒派政棍煽惑發起的非法
集會時，一輛新巴狂響號及緊貼路邊
執勤警員，險象環生，司機終被警員
截停以涉「危險駕駛」拘捕，其後於
警署內，警員再於他的袋中檢獲一把
士巴拿，其再涉多一項「涉嫌藏有攻
擊性武器」罪名。
被捕新巴男車長37歲，事發時面戴
一個「豬嘴」形的防毒面罩。他被警
方扣查超過 20 小時後，昨日下午 3 時
許獲准保釋。他離開警署時未有回應
記者提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有黑暴分
子前日（6 日）於九龍區發起未經批准集
結，並且堵路、襲警和高叫「港獨」口
號。多名政界人士昨日表示堅定支持警方
在今次行動中果斷執法，拘捕亂港分子，
展示特區政府及警方對違反香港國安法行
為的零縱容，希望檢控部門堅守底線，勿
縱容任何人用任何藉口破壞香港安定。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
會常務副會長張學修表示，警方周日加強
搜捕力度，拘捕近 300 個亂港分子，是從
過去的逐個搜捕變成大面積拘捕；從過往
的上門抓頭目擴大到現時的街頭大搜捕，
表現出執法部門絕不容許暴亂分子肆意呼
風喚雨，亦是展示特區政府及警方對違反
香港國安法行為零容忍，以及守護國家安
全、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強決心。

魏明德批亂港者做法冷血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金融發展協會主席
魏明德強烈譴責反中亂港分子煽動和發起
非法集結，並支持特區政府和警方果斷執
法。
他續說，疫情持續嚴重衝擊香港經濟及
社會運作，並影響每個家庭的生活。在此
艱難情況下，反中亂港分子卻公然違反限
聚令，漠視廣大市民的生命、健康、安
全，做法冷血。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攬炒派嘅動員能力經已
 大不如前，就算喺前日
吹行雞話要搞嘅所謂
「九龍大遊行」，最終
都慘淡收場。原來唔歸隊嘅唔淨止有班
終於覺醒嘅「黃絲」，就連成日帶隊搞
事嘅民主黨議員林卓廷（三白眼）都冇
「蒲頭」。三白眼前日就喺 facebook 自
爆，原來佢呢日縮咗喺沙田港鐵站擺街
站，連攬炒派嘅「大遊行」都唔參加。
唔少支持者都鬧三白眼「仲對得住香港
巿民？活動同你地（哋）泛民議員相關
喎！定係你哋諗住割蓆？」
唔少想參選立法會嘅攬炒派中人前日
都有去所謂「九龍大遊行」打卡，當中
更有唔少人被票控違反限聚令，甚至因
非法集結、襲警等罪被捕。不過，三白
眼就一於懶理，仲喺 facebook 發帖話：
「我今天我與……在沙田『黨』（港）
鐵站外收集簽名，希望政府正視民意，
還廣大市民選舉權。」

&1

「林生，你今日去左（咗）自己街站，
咁旺角的市民你就唔理？你同民主黨仲
對得住香港巿民？活動同你地（哋）泛
民（攬炒）議員相關喎！定係你哋諗住
割蓆？自己做？大家仲需唔需要選你
哋？我唔想做你隻棋喎！究竟係我哋聽
你講？定係你哋要聽我哋講？」「Wan
Kim Ming」就話：「阿廷，真係好欣賞
你呢一種不理市民死活嘅態度，加油
呀。」「Ashley Yeung」都問：「點解
唔 去 九 龍 監 察 『 警 暴 』 ？ 」 「Aron
Kwan」 就 道 出 原 因 ： 「 縮 骨 唔 敢 遊
行。」
有網民就覺得三白眼目前最在意嘅，
只會係唔洗（使）選都有得留任。
「Tai Wu」話：「無選舉唔緊要！民主
黨最重要三個字！有糧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網民批林
「唔理市民死活」

之前就一路叫人衝，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就縮成咁，唔少網民都話佢唔理市民
死活。好似「Alice Lo」就問三白眼：

■林卓廷（中）前日在沙田擺街站，被網
民鬧縮骨唔敢去遊行。 林卓廷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