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勞詠華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2626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20年10月26日（星期一）

2020年10月26日（星期一）

轟動港台兩地的港人陳同佳涉嫌於台灣殺害懷孕女友案，由於台灣當

局一直拒絕陳入境，變相令陳的自首承諾至今無法兌現。香港警方本已

相約女死者潘曉穎的母親昨日會面了解訴求及移交遺物，惟最終潘母聲

稱警方會面前未回覆其要求，故取消會面。警方在聯絡潘母不果下發聲

明表示，由於台灣當局提出同意陳同佳赴台自首的前提，是啟動不符香

港法例的「司法互助」，但警方不可能違背法例行事，故目前關鍵在於

台灣當局首先要允許陳同佳赴台，兩地即可透過警務合作機制解決事

件。

港警方：依警務合作機制處理陳同佳案
指台當局須先允陳赴台投案 潘母拒取回女兒遺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網民點睇
Raymond Wong：舊年政府幫你搞（逃犯
移交）修例， 潘媽媽去咗邊，政府冇法例點幫
呀。

JT Tang：佢（潘媽媽）嘅處境值得同情，但
若然繼續以威脅嘅態度去處理每件事，一定會失
敗，同流失大眾對佢嘅同情。

Poko Chow：我只同情她失去愛女的痛苦，
但不同情她被政治利用來炒作。

Sing Cheung：如果今日可以咁樣交陳（同
佳）出去，第日都可以將班黑暴交去大陸（內
地）審。

FS Tang：（台灣當局）又要通緝人，但又唔
畀人入境自首，咁不如取消通緝令，放生殺人犯
算罷喇！

Dipsy Van：潘媽媽，唔好再做政治 show
喇，你搭飛機去台灣哭訴，睇下台政府幾時批個
台証（證）出黎（嚟）好過。你估香港政府好想
睇住陳同佳！？係無可奈何咋。

Samuel Kan：潘媽應該飛去台灣同佢交涉，
依（）家係台灣玩你！

潘母前日（24日）向媒體稱本月23日
接獲警方邀請昨日（25日）見面，

但她為會面設下兩個前提：一是答應坐下
來與「台方」協商解決陳同佳往台灣投案
事宜；二是和她見面的警方代表，須是就
陳同佳案與台方協商能夠「話得事」的
人，又要求警方需經傳媒在昨晨10時前
公開回覆要求，以示「有誠意」坐下來傾
談，否則會面告吹。
由於警方未能答應她的兩點要求，她
於昨晨10時後宣布會面告吹，更拒絕取
回女兒遺物。

警曾兩次致電 潘母未有回覆

惟據了解，警方昨日下午1時半左右曾
兩次致電給潘母，但她未有接聽電話。其
後，警員再向她發出短訊並要求聯絡她。
至下午2時半左右，潘母以短訊回覆指若
要再溝通或安排會面，一定要確定警方是
「有誠意」地坐下來與台方商討，否則無
論繼續打多少個電話給她這個「中間
人」，都是浪費大家的時間，並重申早前
提出的兩點會面要求，又稱女兒的遺物可
能關乎殺人案，警方若「真有誠意」，應
保留證物時刻準備跟台方聯絡，將證物盡
快交予台灣檢察機關。
警方其後聲明中回應指，警務合作機
制是港台警方溝通的平台，與司法協助

有別。在香港，就某刑事偵查而取得的
證據，法律只容許其用於該香港案件，
要移交證據必須透過司法協助程序。但
目前的《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不適用於台灣，故此目前沒有法律框架
進行證據移交。聲明強調警方的一切行
動和提供的協助必須按香港法律進行。

台警若提要求港警必定處理
聲明續指，香港警方與台灣警務單位

一直透過警務合作機制處理案件；警方
有專責人員負責港台間的警務合作機制
和保持聯繫；台灣警方如提出要求，香
港警方必定作適當處理。如果死者家屬

希望將港方聯絡人員的資料交予台灣警
方，以提醒台方可聯絡該香港警務人
員，警方樂意將該人員的聯絡資料交予
死者家屬。
聲明重申，事態發展至今唯有台灣方

面容許陳同佳入境才能有所發展。如果
陳同佳獲台灣原則上批准入境，香港與
台灣即可透過警務合作機制研究和安排
其赴台行程。
台灣「陸委會」對香港警方的回應聲
明稱「沒有評論」，並再次要求香港特
區政府「務實回應」台方的「司法互
助」請求。

■警方本已相約女死者潘曉穎的母親會面了解訴求及移交遺物，最終潘母拒接
警方來電，故取消會面。圖為早前潘母於香港政府總部外會見傳媒。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是重陽
節，一眾孝子賢孫到墳場拜祭先人，但由於疫
情持續，政府維持4人限聚令等措施，故前往
掃墓的巿民雖相約其他親人一起前往祭祀，但
多是分批拜祭。有前往掃墓的巿民表示，香港
經濟雖然在疫情下轉差，但昨日並未有減少購
買祭品，以祈求先人保佑各人身體健康，疫情
盡快過去。

響應政府呼籲 正日人流不多
警方因應重陽節在各墳場實施封路措施。
在凌晨4時許，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位於高超
道入口已放置有雪糕筒及不准駛入的路牌，禁
止車輛駛入墳場，封路措施持續至昨晚8時30
分。有巿民在凌晨封路前便駕駛私家車往墳
場，有市民則摸黑攜同鮮花及祭品徒步上山。
由於不少巿民避免重陽正日人太多，加上
政府呼籲市民避開在人多擠迫的高峰期掃墓，
減低人流和近距離接觸，不少巿民前日已提早
拜山，部分則會在之後才前往掃墓，故昨日到
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祭祀先人的巿民人流並不
算多。鑽石山墳場早上掃墓的人流亦不多，墳
場內設有化寶桶指定區域，讓市民燃燒冥鏹。

政府因應疫情繼續實施4人限聚令和口罩
令，並呼籲市民掃墓時應保持防疫意識，須保
持社交距離及戴口罩。
昨日前往掃墓的巿民基本上都有遵守有關

規定，偶有巿民多於4人聚集，但因為同住家
人故獲豁免。
有同一家族的巿民昨日共13人一早就帶備

香燭祭品，到墳場拜祭先人。他們燃點香燭和
化寶期間遵守限聚令，分開4人一組站立，其
間均有戴口罩。其中，黃小姐表示他們有7兄
弟姐妹，認為定要相約一家前往祭祀，但會守
規則，拜山時均自覺分散，免遭到票控。
有巿民亦表示慣在重陽節正日前往掃墓，

其家族有多達10人相約一起拜祭，受限聚令
影響，今年分開三四批拜祭，認為較為不便。
有巿民則表示因應疫情和人數限制，昨日只有
自己一家到墳場，未有相約家族不同住親人前
往祭祀，其他親人會自行到場掃墓。
有市民認為，重陽正日到墳場的人流已減
少，他們都戴上口罩和加強清潔消毒，並直言
只要做好個人衞生，不擔心會有病毒傳播風
險，故認為在掃墓的日子政府應容許同一家族
多於4人一同掃墓。

漁護署人員重陽節期間加強巡邏，山
火隊（又稱「打火隊」）更候命戒備，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上午到北
區的鶴藪等地為漁護署人員打氣，並實
地了解他們的工作。

聶德權昨晚在社交網站facebook貼文表示，重陽節
登高祭祖，亦是漁護署人員特別忙碌的日子，除加強
巡邏及到郊野公園地方廣播呼籲市民小心防火外，所
有山火隊更候命戒備，以便第一時間應對可能出現的
山火。他昨到鶴藪、烏蛟騰及新娘潭郊野公園為同事
打氣，實地了解他們的工作，並嘗試使用漁護署的山
火拍來「打火」。
他表示，遇上火警，消防處會「救火」，漁護署則

「打火」，透過邊射水邊拍打火頭以撲滅火源，而他亦
揹上40多磅的水袋，想像不斷往山上走，感覺是千斤
重，火拍雖不太重，但不斷地拍打，體能消耗也很大，
可以肯定打火隊平日定要裝備好和做好體能訓練。
聶德權指出，近年市民的自然保育及防火意識不斷

提高，郊野公園內發生的山火已由九十年代每年平均
約140宗，大減至近年的20多宗，另外他昨在掃墓地
點遇到的市民亦很有意識和小心防火，人人戴口罩，
繼續做好防疫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每逢重
陽，孝子賢孫登高祭祖，掃墓遺留下的冥
鏹香燭，都會導致多處山火。
昨日重陽適逢乾燥東北季候風，風高物

燥，更是山火處處，消防處截至傍晚6時
已接獲至少73宗山火報告，其中元朗的山
火至深夜仍未救熄，另在馬鞍山的山火一
度逼近民居，所幸及時被消防撲熄。消防
處則呼籲市民掃墓須小心山火，切勿留下
火種。
根據天文台資料，昨日天氣乾燥，普遍

地區相對濕度為57%，黃色火災危險警告
生效，火災危險性頗高，而全日在新界多
區均出現山火。
其中在元朗粉錦公路雞公嶺山頭發生的

山火最為猛烈，濃煙沖天，山頭多處出現
火龍，長約數公里。消防撲救至深夜仍未
控制火勢。有行山目睹對面山嶺火勢，表
示雞公嶺的山火早上開始，很快蔓延至不

可收拾，沖天濃煙一直擴散到元朗市區，
在元朗西鐵站都能聞到煙味。
另在元朗大樹下東路近瓦窰頭村的山

邊，昨午約1時亦出現山火，火乘風勢，
火龍一度長達約150米，大量濃煙捲上半
空，大片林木被焚。消防員接報到場登山
撲救外，飛行服務隊亦奉召派出直升機到
場投擲水彈協助，火警中無人受傷。
相隔僅約1小時，在元朗屏山洪屋村一

座山頭墓地亦發生山火，火勢很快蔓延至
附近矮林，火光熊熊。消防員到場拖喉撲
熄，惟山頭多處已成焦土，距離附近的鐵
皮貨倉不到40米，十分驚險。
此外在昨日下午約1時許，警方接獲多

名村民報案，指在西沙公路西澳村距離民
居不遠的山邊起火，火乘風勢不斷逼近，
消防員到場立即開喉灌救，又利用山火拍
拍熄火頭，約50分鐘後將火救熄，火場面
積約20米乘10米，村民有驚無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為打擊黑幫來自
黃、賭、毒的收入來源，於上周五（23日）開始一連兩日
動員逾200警力在旺角展開代號「疾響」行動，搜查及巡
察近80個目標地點和處所，共拘捕多達58人，包括有由
內地偷渡入境的女性工作者。由於她們未經新冠肺炎病毒
檢測，屬高危者，有可能增加本地疫情傳播風險。行動
中，警方還檢獲各式毒品、色情光碟及用作賭博的釣魚機
等共值70萬元。
旺角警區刑事部程知仁警司表示，行動主要針對犯罪集
團及三合會罪行。警方共搜查了17個地點及60多個持牌
場所，包括酒吧、夜總會、桑拿浴室及賓館等。被捕者包
括42男16女（21歲至69歲），部分人有黑社會背景，分
涉刑事毀壞、在公眾地方打架、非法入境、經營毒窟及管
理賣淫場所等，還有部分人違反限聚令被票控。
在被捕者中，警方發現兩名由內地偷渡入境的女性工作
者。旺角警區行動主任陳淑君總督察指，過往內地女性工
作來港，通常會透過來港旅遊或持不同證件方式，但疫情
影響下，她們為逃避14天的強制檢疫令，轉用偷渡方式
入境。今年至今，單在旺角警區已拘捕20名以非法途徑
入境賣淫的內地女子，呈上升趨勢。
由於剛被捕的兩名非法入境性工作者未經檢疫，警方已

交由懲教署看管先進行14天的隔離檢疫，然後再根據司
法程序上庭處理。
陳淑君還指出，疫情令本港酒店或賓館房間價格下跌，

警方發現有不法分子租用房間作為販毒及賣淫平台，故呼
籲業界在登記或續租房間時，務必核實及登記租客身份，
若有可疑應主動聯絡警方。
警方在行動中還在一間環境狹窄的無牌酒吧內發現聚集

了12人，他們除涉光顧無牌酒吧被捕外，亦涉違反俗稱
「限聚令」的《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
（第599G章）被票控定額罰款。
警方在今次行動中並搗破多個賭博及不法場所，檢獲10

台釣魚機、 2.2萬隻色情光碟、一批酒精類飲品、 兩萬多
元現金，以及少量懷疑毒品，總值超過70萬港元。
警方指，部分被捕者已被落案檢控，其中兩名被捕男女
今日（26日）會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其餘被捕者則已獲
准保釋候查，11月下旬再向警方報到。行動仍在進行，警
方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為防止酒吧在內的餐飲業務處所
違反防疫規定而成為播疫溫床，警方周末及周日一連兩日在港島區
展開巡查行動。繼前日在中區蘭桂坊揭發一間酒吧違例於午夜零時
後繼續營業及有20名酒客違例聚集被票控後，昨日凌晨在灣仔及
銅鑼灣亦揭發兩間樓上酒吧違反相關防疫規定，兩名酒吧負責人及
42名酒客分別違反限業令及限聚令被票控。警方強調，會繼續加強
巡查及嚴厲執法，以確保餐飲業務處所遵從防疫規例要求，減低病
毒傳播風險，另又呼籲市民顧己及人，盡量減少社交活動。
昨日凌晨，灣仔警區人員聯同機動部隊突擊巡查灣仔及銅鑼灣區

內20多間酒吧在內的餐飲業務處所，並採取嚴厲執法行動，提醒
處所經營者、從業員和市民須嚴格遵從防疫規例，以防止疫情擴
散。
在銅鑼灣恩平道及灣仔告示打道，警員發現兩間樓上酒吧違反餐

飲業務處所營業時間至午夜12時規定，當時分別有26人及16人聚
集消遣，他們涉嫌違反俗稱限聚令的《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
聚集）規例》（第五百九十九G章），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兩間酒吧的負責人則涉嫌違反俗稱限業令的《預防及控制疾病

（規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五百九十九F章），被
展開檢控程序。
前日凌晨，中區警區人員聯同機動部隊在中區蘭桂坊一帶的巡查
行動中，亦揭發一間酒吧違反餐飲業務處所營業時間至午夜12時的
防疫規定。其中20名（24歲至53歲）男女酒客涉嫌違反限聚令被票
控，而涉案酒吧負責人則涉違反限業令被展開檢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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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酒吧違限業令 44人被票控

避疫分批上山 孝子摸黑掃墓

「打火」又打氣
聶德權試揹水袋
��

重陽山火處處 消防接73宗報告

■聶德權探望漁護署山火隊，並嘗試用火拍「打
火」。 fb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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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燭和化寶
期間遵守限
聚令。圖為
鑽 石 山 墳
場。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重陽節掃
幕又導致多
處山火，消
防員疲於奔
命。
消防處圖片

■元朗雞公
嶺 山 火 猛
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