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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鹽田檢察院批准逮捕12港逃犯
香港文匯報訊 深圳市鹽田區人
民檢察院昨日公布，以涉嫌組織他
人偷越邊境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鄧某某、喬某某，以涉嫌偷越邊境
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黃
某某等10人。目前，案件正在進
一步偵查中。
12名潛逃離港的港人今年8月

23日非法入境內地司法管轄區，
被廣東海警截獲，涉嫌偷越國

（邊）境犯罪被刑事拘留，犯罪事
實確鑿。
資料顯示，12名逃犯包括李宇
軒、張俊富、張銘裕、李子賢、
郭子麟、鄭子豪、廖子文、黃偉
然、鄧棨然、嚴文謙、黃臨福及
喬映瑜等，他們都因在香港的違
法犯罪行為被控罪或被通緝。當
中李宇軒及喬映瑜涉嫌違反香港
國安法。

消息指，12逃犯非法入境內地
時，負責開船的是在港被控串謀意
圖縱火、現年30歲的鄧棨然。12
逃犯中唯一一名女性、33歲的喬
映瑜則涉嫌上水製造炸彈案及干犯
香港國安法，潛逃前正被香港警方
通緝。

涉組織偷渡 最高囚7年
根據內地刑法，偷渡一般會判

一年以下刑期，但如果涉及組織他
人偷渡並被定罪，刑期由兩年至7
年不等。
另外，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北航「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
行主任田飛龍表示，這些港人被內
地以偷越國（邊）境罪拘捕，他們
在香港也涉嫌其他罪行，要在內地
走完司法流程，待判決執行完畢之
後，再走香港司法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傳媒關係課警
司高振邦永遠站在防暴最前線，他曾舌戰攬炒
政棍區諾軒、許智峯等人，是「黑記」的眼中
釘。高振邦（Bon ）晉升警司後，2017年調入
警察公共關係科，接任傳媒聯絡隊副主管職
位。局勢激烈轉變下，聯絡隊從148名兼任職
務成員，發展到現在307名同袍參與。他們全
天候運作，只要是可能受到公眾或媒體關注的
事件，如大小天災人禍、不同規模演習、各種
衝突現場等，都會看到他們的「藍色身影」。記
者也習慣了傳媒聯絡隊的存在，懂得主動找他
們了解現場情況。但從去年6月開始，政治動盪
席捲全城之下，傳媒生態發生了不少令人無奈
的變化，部分傳媒與警察的關係變得緊張。
高振邦說，以往無論是罪案現場抑或大型公

眾活動，總有一定數量的媒體採訪，有傳統媒
體，也有新媒體；傳媒聯絡隊都會竭力協助，
記者也會找聯絡隊互相協調出較好的工作方

式，彼此尊重，就算偶爾有不同見解，也從不
會刻意刁難、抬槓。
可是在過去一年多，只要遊行示威帶有政治
色彩，現場總有過百名穿着黃色背心、自稱
「記者」的人在現場遊走。其中的確有熟悉的
面孔──那些與Bon一直合作無間的傳媒夥
伴，但更多的是一個個年紀很輕、看得出壓根
兒沒有半點採訪經驗的「小朋友」。他們扛着
鏡頭拿着手機，在封鎖線來回推撞，向警察防
線大聲質問，甚至向執勤警務人員肆無忌憚地
誣衊、謾罵，甚至煽動本已躁動的示威者，還
不止一次刻意找出正進行便裝埋伏的警員，公
開他們的行蹤，行為令人瞠目。高振邦表示，
其實過去這一年多，警察公共關係科與很多媒
體依舊合作無間，沒有出現如某些人所描述的
「破裂」。所謂警察與傳媒關係「破裂」，不
過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在不斷非理性攻擊及歪
曲下，刻意製造的假象，意圖是孤立警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攬炒
派把持的中西區區議會昨日舉行大會，
警方如常派出中區及西區警區代表出
席。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琼在會議開
始後，稱區議會曾通過臨時動議，禁止
兩名警務人員出席未來的區議會會議，
要求有關警務人員離開，多名警方代表
隨後離場，並在記者會上譴責中西區區
議會越權。會上，攬炒派又就「12逃
犯」案作口頭聲明，中西區民政事務專
員梁子琪指做法不符合《區議會條例》，
與一眾官員離席。民政事務總署昨日回
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中西區區議
會做法越權、違規，多位政界人士則狠
斥攬炒派不務正業，促其回頭是岸。
民政總署回應表示，因有中西區區

議員在昨天會議上做出不符合《區議會
條例》第六十一條所述有關區議會的職
能的口頭聲明，民政專員已於會議上表
明政府立場，表示中西區區議會秘書處
不會就不符合《區議會條例》的事宜提供
支援，所有政府部門亦不會參與有關討
論。由於議員繼續作出不符合《區議會
條例》的聲明，所有政府部門人員唯有
離席。

民政總署：動議違規
民政總署並指，在今年5月28日的

中西區區議會會議中，中西區區議會曾

通過一項臨時動議，禁止警務處黃少卿
及余剛出席任何區議會的會議。民政總
署已於7月24日發信予鄭麗琼，表示根
據《區議會條例》及《中西區區議會會
議常規》，中西區區議會無權禁止政府
人員出席區議會的會議。有關動議不單
止越權、亦不符合《常規》。通過的動
議對政府並無任何約束力。政府絕不認
同中西區區議會針對個別政府人員的做
法，相關的越權動議亦不會記錄在會議
紀錄中。
警務處西區警區指揮官黃少卿表

示，她昨日與警方中區及西區警區代表
在出席區議會會議時，遭到鄭麗琼及多
名議員不斷刁難及侮辱，在別無選擇
下，警方決定離開會場，以示抗議。
她指出，早於5月28日中西區區議

會就曾在會議上動議要求「拆卸西區警

署」，因有關動議措詞偏頗，罔顧市民
福祉，故她當日曾代表警隊要求在會上
發表意見，卻被主席禁止，而當天多名
議員亦捏造大量毫無事實根據的指控，
刻意中傷警隊，故警方代表當日離席以
表不滿。中西區區議會其後通過動議，
禁止她及余剛出席會議。民政總署早前
已去信予鄭麗琼，指區議會無權禁止，
動議屬越權。
自由黨中西區區議員楊哲安表示，

攬炒派利用區議會平台就「12逃犯」
發聲明，只是為討好攬炒派支持者
「攞 sound bite」，一如早前通過要求
「拆掉西區警署」等臨時動議，都是既
越權亦不可能執行。他指出，「主席任
人遲到無所謂；提出越權動議冇問題；
動議寫錯字都話無所謂，照通過」，而
一眾攬炒派「一見到警察就眼火爆、失
去人性，不斷製造鬧劇」，必然令區議
會無法履行法定職能，冀他們要回頭是
岸，鄭麗琼更責無旁貸。

政界批屢違例不務正業
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表示，

攬炒派區議員囂張跋扈、包庇犯罪、不
務正業，意圖為畏罪潛逃的逃犯開脫，
又利用區議會平台對執法人員肆意侮
辱、顛倒是非，破壞香港法治，市民看
到都極度憤怒。

攬炒區會又越權 鄭麗琼帶頭誣警

■中區警署講述區議會違規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教育局不公開接獲
局方警告信或譴責信的失德教師所屬學校及有關教師
的名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社交平台發帖
指，「803基金」已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教育局
公開被裁定專業操守失當的教師姓名、涉事學校的名
稱以及案件的情節。
由於教育局目前並不會公開接獲局方警告信或譴責
信的失德教師所屬學校及有關教師的名稱，梁振英早
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803基金」基金已決
定控告教育局，要求法院司法覆核教育局不將那些學
校名稱公布，「公布名字是家長的知情權，也能讓他
們有所防範。」梁振英昨日亦正式在社交平台宣布
「803基金」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教育局公開已
被裁定專業操守失當的教師姓名、涉事學校的名稱以
及案件的情節。

梁振英：家長有知情權
梁振英昨晚再發帖指，修例風波以來，有超過4,000
學生被捕，有老師帶領中學生參加街頭抗爭被捕，家
長對子女在校內被洗腦懵然不知，直至收到警方電
話，「誰是這些被激化的青少年的『緊密接觸者』？
部分教師是其中一個方面。」他指出，教育局已經完
成部分調查，並且已經對查明屬實的教師發出警告或
譴責，但至今未有取消任何教師註冊，「因此教你子
女的老師當中就有可能曾被教育局警告或譴責的敗類。
你不在課室觀課，你的孩子不懂得保護自己，你不想有
一天失驚無神的收到警方關於你子女的通知。」
梁振英並指，英、美、澳等國家的做法，是在調查期

間就公開教師的姓名，「803基金」只是要求教育局在

查明屬實之後，公開被譴責或警告的老師的姓名。教育
局說嚴重失德的老師會除牌，但教育局至今沒有除牌，
而且除牌不解決問題，因為大多數失德老師不會除牌。
他並認為不公開被譴責或警告的老師的姓名，對正當
的老師不公平，因為家長會揣測，甚至猜疑其他老師。
他表示，「803基金」收到大量對失德教師的投訴，
家長更向「803」表示，對子女就讀學校有沒有教師激
化學生極其憂心。在美國受害學生的家長會民事起訴
學校，要求賠償。「803基金」收到類似查詢，會研究
如何提供協助，「我們要黑傘現身，讓社會認識黑傘
是如何操作的。」教協昨日發聲明指正與律師商討下一
步行動，包括考慮介入「803基金」提出的是次司法覆
核，並聲稱「教育局處理投訴的過程草率、黑箱作業，
曾多次作出不相稱及對事主不公平的裁決」云云。
梁振英添加標籤指「教協」「失德教師的黑傘」，
並反駁說，「教協說『不公平』就是不公平？」他並
指既然有「不公平的裁決」，就更有需要拿出來讓公
眾人士，包括家長和同工，公開評論。

教局：查明屬實後作出懲處
教育局昨日就事件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指，由
於有指該基金已就其倡議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教育
局現階段不會作出評論。
教育局發言人並指，教師的一言一行對學生成長影

響深遠，家長及社會大眾都對教師的專業操守有很高
的期望。因此，教育局一向致力維護教育專業和學生
的福祉，對於每宗涉及教師失德或違法的個案，都會
按照《教育條例》和既定程序認真和嚴肅處理，並在
查明屬實後作出適當懲處，不枉不縱。

失德「獨」師匿校「803」申覆核促披露

警方昨日在《警聲》特刊中全面展示警察公共關係科如何打一場
反擊歪理的戰役。在「踏浪者」行動後。總警司郭嘉銓可謂

「冰點中接任的領航員」，他去年11月上任警察公共關係科的時
候，正值警民關係的最低潮。他面對的最大挑戰，是面對警隊鋪天蓋
地的謠言、指控、中傷，更為嚴重的是，香港社會撕裂嚴重，一旦有
訛傳及假消息就非常危險，很多人不知不覺地受到誤導或煽動，令更
多人陷入犯法的陷阱。郭嘉銓認為，當同袍在前線奮力保護市民，警
察公共關係科必須盡力解釋警察執法行動理據，這是他的責任，也是
警察公共關係科的使命。

迅速澄清 去信糾錯
因此他的重點工作是制訂四大方向，包括展現警隊專業執法、主

動澄清、提高警隊透明度及重建警民互信，其中的關鍵所在，就是以
真相回應謊言，除了主持「踏浪者」行動記者會外，亦透過不同平
台，主動、迅速澄清種種不實指控，果斷反擊失實報道，制止虛構故
事蔓延，不讓謠言發酵、流竄，以至發展成為騷亂導火線，更加不會
容忍流言假話攻擊傷害同袍。郭嘉銓上任後，面對各方抹黑和中傷，
他數十次親筆撰信，致函譴責黃媒、攬炒議員曲直不分、顛倒黑白。

直播執法 防帶風向
由於眼見眾多報道只集中播放警察執法的片段，卻很少拍下黑暴

的暴力場面，郭嘉銓籌組警察社交媒體直播小隊，帶領公眾從警察的
視角去看同一宗事件，了解事件的因果始末。他知道現在很多人對警
隊有偏頗觀感，因此與社區關係課警員，想盡辦法加強對外溝通，包
括通過不同渠道接觸誤解警隊的人，讓大家知道警隊是竭誠維持香港
治安的執法隊伍。
警察的天職就是除暴安良，即使面對逆境，警隊上下都會恪守入
職時的誓言，無畏無懼，同心守護香港這個家。就因為這個共同的使
命感，警隊在這艱困的時刻都自強不息，努力做好警務工作，努力守
護這個城市。郭嘉銓目前最想做到的，是給大家展現同袍們專業執法
的實況，希望公眾明白，香港社會的和平安定不是必然的，而是因為
有警察在日夜不歇地、堅守着保護社會的崗位。

重建警民互信
黑暴虐港年餘，警方的「踏浪者」行動分為兩個

主戰場，一方面前線警員與黑暴浴血奮戰，另一方

面警察公共關係科則在一個無硝煙的戰場，與造謠

抹黑者展開一場「是與非、真與假」的大戰，以語

言、文字和圖像為武器，還原事實真相，回擊謊言

和假新聞，維護警隊聲譽。「藍背心」傳媒聯絡隊

深入抗暴前線，與「黑記假記」周旋，令警方執法和

專業記者採訪更暢順，警方直播小隊也以另一個視

角讓公眾了解前因後果，以真相反擊謊言，以關懷

重建互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踩碎謊言

直播隊還原真相 遏止攬炒黑媒造謠

自稱記者尋釁 謀毀警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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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郭嘉銓 右：高振邦

▼去年大量無認證「記者」與記者在前線混雜，對警方
執法構成妨礙。 警聲特刊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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