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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檢胡椒球槍 疑圖趁集會襲警傷民嫁禍警隊

涉網販攻擊武器
粉嶺兩母子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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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020 年 9 月

庚子年八月初九 廿二寒露

間有陽光 幾陣驟雨
氣溫25-30℃ 濕度65-95%

港字第 25752 今日出紙 3 疊 10 大張 港售 10 元

■ 在美國網站發
售的胡椒球槍。
網上截圖

▲重案組探員在涉案單
位拘捕報稱是採購員的
女戶主。
▲重案組探員拘捕涉嫌在網上販賣武器的男子，他報稱是學生。

攬炒派組織「民陣」昨日申請於下月一日在港島遊行，主題是要為
中槍暴徒「報仇」、要求釋放因潛逃而被內地刑拘扣查的 12 名黑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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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分子等。香港文匯報日前獨家披露，黑暴分子將配合「民
陣」的遊行，再搞暴力「抗爭」。警方發現有人由美國等地郵購槍

案組鎖定一名理大男生，昨凌晨突擊搜查其粉嶺住宅，拘捕他和母親，並起出刀槍及軍用級防毒面具，
更首次發現美製胡椒球槍。警方相信已有部分武器被轉售，初步懷疑幕後涉及極端黑暴組織的餘孽，不
排除購刀槍用來在公眾活動中襲擊警員、市民，然後嫁禍警隊。
捕母子包括 49 歲姓蔡婦人，她報
被稱任採購員，其
23 歲姓呂兒子則

在理工大學就讀一年級，兩人涉嫌「無
牌管有槍械及彈藥」、「未經許可輸入
戰略物品」及「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扣
查。

美網站郵購違禁武器
據了解，姓呂男生透過不同渠道，從
美國等地網站以郵購形式，購置槍械配
件等違禁物品入港，再透過社交網站售
賣，而買家其實有「特殊背景」。這種
方式與早前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搗破「屠龍小隊」等黑暴組織的槍彈供
應鏈如出一轍，懷疑有人已經由呂手上
購得部分武器，幕後很有可能是試圖東
山再起的暴恐分子殘餘勢力。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探員經情報蒐集及
深入調查，鎖定目標人物，並於昨日凌

晨約 2 時突擊搜查粉嶺欣盛苑欣耀閣一
個目標單位，檢獲一支胡椒球槍、一支
伸縮棍、兩把 30 厘米長軍刀、3 支氣
槍、一件避彈衣及15個防毒面罩。
其中，搜獲的胡椒球槍是本港黑市
首次發現，但暫未搜獲胡椒球槍所用
的彈丸，這把胡椒球槍是美國製 TCP
PepperBall，國外售價約 400 美元（約
3,200 港 元 ） ， 彈 匣 可 裝 上 6 顆 胡 椒
球，射程達 150 呎，近距離被擊中會造
成受傷。雖然在美國部分地區可合法
出售或網售，但在本港是受管制物
品，市民無牌買賣、持有或使用均屬
違法。
由於早前警方已裝備胡椒球槍對付暴
徒，警方不排除有人購置胡椒球槍，企
圖混水摸魚開槍傷人後嫁禍警方，而此
伎倆與去年黑暴「屠龍小隊」購置與警
槍同口徑的手槍、AR15 長槍中空彈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樣，都是計劃在示威遊行中射擊警員或
市民，然後抹黑警隊「濫暴」來掀仇
恨、製造更大混亂。

警疑有槍彈流出市面
由於案中還檢獲避彈衣，警方恐防有
人已經管有槍彈，正全力追查買家身
份。據了解，警方的調查方向指向潛藏
的極端黑暴組織，加上煽暴文宣近日煽
動 10 月 1 日發動「遍地開花」，聲言會
在重要節日搞「大動作」，令案情更加
嚴重。
據悉，警方高度重視案件，已調動更
精銳力量，調查涉案武器的去向和買家
網絡，相信會有更多人被捕。警方提醒
市民，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三十八章
《火器及彈藥條例》，無牌管有槍械屬
嚴重罪行，違例者可被判處最高刑罰為
監禁14年及罰款港幣10萬元。

警方海關力堵槍械流港
極端黑暴組織在修例
風波中不斷升級武器裝
" 備，更向「本土恐怖主
義」發展，由汽油彈發
展到遙控炸彈及真槍實
彈。自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作為香港國安
委成員的香港警務處、海關，都加強堵截
槍支彈藥和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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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警方共破九案
根據香港國安法，以脅迫中央人民政
府、香港特區政府或國際組織或者威嚇
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張，組織、策劃、
實施、參與實施或者威脅實施造成或者
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恐怖活動，即
屬犯罪。換言之，若在有以上目的非法
集會中使用軍火致嚴重傷亡，有可能干
犯「恐怖活動罪」。

自去年 6 月修例風波至香港國安法實
施前，警方偵破 9 宗涉及攬炒黑暴的槍
械案件，檢獲大批不同類別的大殺傷力
槍械，若這些槍械被攬炒黑暴趁大型公
眾活動場合中使用，後果不堪設想，過
往執法機構引用《火器及彈藥條例》、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和《進出口
條例》等法例處理有關案件。但香港國
安法實施後，黑暴「港獨」分子將面臨
國安法的打擊。

擁武干犯
「恐怖活動罪」
根據香港國安法中「恐怖活動罪」
的定義，包括為脅迫中央政府、香港
特區政府或國際組織或者威嚇公眾以
圖實現政治主張，組織、策劃、實
施、參與實施或者威脅實施造成或者
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恐怖活動，

即屬犯罪。
涉及的罪行包括（一）針對人的嚴重
暴力；（二）爆炸、縱火或者投放毒害
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
（三）破壞交通工具、交通設施、電力
設備、燃氣設備或者其他易燃易爆設
備；（四）嚴重干擾、破壞水、電、燃
氣、交通、通訊、網絡等公共服務和管
理的電子控制系統；（五）以其他危險
方法嚴重危害公眾健康或者安全。為有
關人員、組織提供培訓、武器、信息、
資金、物資、運輸、技術等支持、也即
屬犯罪。
根據香港國安法，觸犯有關條例，情
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其他情形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並處罰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民陣」煽十一遊行助暴兼播「毒」

械、軍刀、避彈衣等，再在網上出售給圖再搞事的黑暴狂徒，令 10 月 1 日的非法遊行風險陡增。警方重

■ 警方展示檢獲的胡椒球槍、軍刀、伸縮棍、氣槍、避彈衣及防毒面罩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早前頭版報道「民陣」
策劃十一遊行，掩護黑衣魔逞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民陣」召集人岑子杰昨日就下月 1 日
的遊行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他
聲稱，雖然預計警方於短時間內發出
反對通知書，但仍會繼續為遊行作宣
傳。香港政法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強烈譴責「民陣」罔顧疫
情，煽動非法遊行「播毒」，更企圖
掩護黑暴分子進行破壞，促請執法部
門密切跟進，並在有需要時嚴厲執
法。

教唆市民自稱
「非參與遊行」

「民陣」計劃於 10 月 1 日當日下午 2
時由銅鑼灣東角道出發，遊行至中環畢
打街終點，其間不設集會。岑子杰稱，
昨日與警方商討僅約15分鐘，並引述警
方表示將獨立審視每宗遊行申請，考慮
一籃子因素決定是否批准遊行。
被問及若警方反對，「民陣」會否
呼籲市民不要上街，岑子杰稱，過去
清楚見到即使警方反對遊行，仍有很
多市民上街表達訴求，又稱尊重每個

人選擇，提醒當日上街時應自稱「不
是參與遊行集會的人」，似在教市民
如何走法律罅。

簡松年：攬炒擁槍 遊行危險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狠批「民陣」
遊行是疫下「播獨」，加上警方多次
破獲多宗疑似與攬炒派有關的涉嫌無
牌管有槍械、未經許可入口戰略物資
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的案件，或令「民
陣」的遊行更加危險。
他認為，「民陣」的遊行其實是做
給國際社會看的「政治騷」，更重新
帶出所謂釋放「12 人蛇」的「訴求」
吸引公眾參加，警方應該發出反對通
知書。

何俊賢：罔顧限聚 非法集結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目
前疫情風險仍然甚高，特區政府已將
限聚令等措施生效至 10 月 1 日，「民
陣」明知當天限聚令仍未屆滿，申請
不反對通知書不可能獲批，卻以「不
反對通知書申請中」來號召支持者參
與遊行，令人質疑是否在煽惑他人參
與非法集結。
他建議警方要及早防止相關破壞社
會安寧的罪行發生，並強調香港是有
集會自由的地方，但在疫情下必然要
以抗疫優先，否則若疫情持續，經濟
將難以復甦。

龔靜儀：遊行起始 暴亂收場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指出，10月1日限
聚令上限為 4 人，「民陣」遊行從銅鑼
灣出發並遊行至中環，倘參加遊行的
人過多，很難做到每 4 人一組，每一組
間隔 1.5 米，人群阻滯時，都有很大機
會干犯限聚令。疫情剛剛放緩，每日
確診人數稍為回落，「民陣」即煽動
大規模遊行，不利於疫情防控。
她續說，此前「民陣」的「和平」
遊行進入尾聲時，黑暴分子都會「碰
巧」出現，大肆破壞，嚴重威脅社會
治安，令人高度懷疑「民陣」的遊行
與黑暴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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