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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區議會誕生以來，攬炒派區

議員不但在議會上撐暴仇警，更將被

拉當「政績」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根

據資料不完全統計，今年已有超過60

名攬炒派區議員涉嫌干犯不同罪名被

捕或被控（見表），其中以新界區佔

多數。最新一例被捕的是沙田區議員

李志宏，他今年5月24日在灣仔鵝頸

橋底作出喧嘩及擾亂秩序行為以圖激

使他人破壞社會安寧被捕，他其後

「踢保」，警方經深入調查及諮詢法

律意見後，昨晨以「公眾地方內擾亂

秩序行為」罪名再將他拘捕，案件下

周一提堂。

今年逾60攬炒區員被捕被控
新界重災區 最新一例李志宏踢保後再落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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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名死傷者關係
家庭(一)

38歲父親Kandel Youba Raj (死亡)

39歲妻子Giita Kandel (危殆)

13歲女兒Kandel Kritica (死亡)

Kandel 38歲姐夫Nepal Ram Babu (死亡)

Kandel 8歲姨甥Ryaan Nepal (死亡)

家庭(二)

40歲丈夫Kandel Kulraj (危殆)

39歲妻子Kandel Dabaki (危殆)

18歲女兒Kandel Suraksha (危殆)

13歲兒子Kandel Shalikram (危殆)

家庭(三)

40歲女東主Tamang Binita (死亡)

34歲男東主Shrestha Mukesh (危殆)

關係未明

39歲男子Gurung Sher Bahadur (死亡)

37歲女子Anita Nirula (死亡)

47歲女子Ral Nila (危殆)

46歲女子Thapa Subitra (危殆)

33歲男子Shlrpa Lakpa (穩定)

44歲女子Dhimal Rai Hasta Maya (穩定)

27歲男子Gautam Suman (出院)

科技大學男生周梓樂於去年
11月在將軍澳尚德邨墮樓死亡
案，死因庭昨續研訊。當晚負
責驅散的警方第四衝鋒小隊高
級督察黃家倫供稱，他帶隊到

場時，看見近200名示威者佔據尚德邨馬路出入口，另有約50人
在尚德邨停車場A的第2樓層和3樓層，居高臨下持續向地面的
警員掟磚頭和玻璃樽，又照射鐳射光。
在發現墮樓傷者前，警方曾發射三輪催淚彈，其中5枚射向停

車場方向，但不確定有否射入停車場內，其後警員進入停車場搜
尋掟物者，發現有消防和義務急救員在處理傷者，但警員被拒絕
施援。
時任東九龍衝鋒隊第四小隊的指揮官高級督察黃家倫稱，他在

零時35分與隊員到達現場，距其地面前方50米聚集了150名至
200名示威者，有人架起傘陣、設置路障，有人則向警方叫囂、
投擲玻璃樽或磚塊。尚德停車場上層則聚集約40名至50名示威
者，並向警方投下硬物及照射鐳射光。
零時40分，黃指示防線隊員發射第一輪催淚彈，其中兩枚射
向停車場高層，18枚射向在地面集結的示威者，並繼續留守在封
鎖線，直至第一小隊沿寶康路進入廣明苑及尚德邨掃蕩。
黃於凌晨1時5分收到指示，向尚德邨停車場出入口推進，但

該處有人不斷向警方投擲硬物，黃遂指示隊員向地面發放催淚彈
及橡膠子彈。小隊於1時8分到達停車場出入口時，再有人在停
車場內投擲硬物攻擊，黃遂指示隊員再向高層發射3枚催淚彈，
並於1時10分進入停車場掃蕩。

警無阻礙救援 無接觸過傷者
1時10分，第四小隊30多人進入尚德停車場A，搜尋在高空擲
物的暴力示威者，他們從地面沿螺旋形車路上行，在1時18分到
達二樓時，看見數名消防人員及義務救護員正在處理傷者，黃派
人詢問，但消防員指他們人手充足而毋須警方支援，義務救護員
則叫警察不要阻礙他們處理傷者，又叫警察離開。
黃強調警方沒有阻礙救援，也沒有接觸過傷者及看見其容貌。

至1時25分，第四小隊沿後樓梯撤退，在1時16分至18分期
間，警員發現唐明街一帶有近40名示威者聚集，並不斷向警方
投擲硬物，故向唐俊街及尚德停車場A方向發射兩枚催淚彈，向
富康花園方向則發射一枚催淚彈。至1時45分，第四小隊撤離唐
俊街。
黃補充指，他與隊員在停車場內，沒有使用過催淚彈或武力，

亦沒有與人發生過肢體接觸，也無追逐過任何人。
死因裁判官高偉雄問到，他進入停車場後有否聞到催淚煙味，

黃表示只在最底層嗅到殘餘氣味。
黃又稱，當時除了義務急救員及消防員外，見不到其他可疑
者，亦沒有聽到叫囂聲，只是聽到有人跑。有陪審員追問，黃在
何時聽到有人跑，黃答稱他甫進入停車場時，聽到有腳步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攬炒派區議員被捕或被控名單
港島

中西區：許智峯、鄭麗琼、梁晃維、何致宏、葉錦龍

東 區：李予信、徐子見、曾健成、麥德正

南 區：彭卓棋、袁嘉蔚

北 角：仇栩欣

九龍

深水埗：冼錦豪、伍月蘭

油尖旺：林兆彬、朱江瑋、胡穗珊、何富榮

觀 塘：梁凱晴

新界

北 區：林卓廷

沙 田：李志宏、黃學禮、許銳宇、岑子杰、黎梓恩、陳運通、
石威廉、趙柱幫、黃浩鋒

西 貢：鍾錦麟、陳緯烈、蔡明禧、馮君安、王卓雅、鄭仲文、范國威

大 埔：文念志、連桷樟、姚鈞豪、任啟邦、關永業

葵 青：尹兆堅、郭子健、周偉雄、梁錦威

荃 灣：岑敖暉、趙恩來、陳劍琴、譚凱邦

屯 門：李家偉、林健翔、張可森

元 朗：黃偉賢、張秀賢、伍健偉、麥業成、陳樹暉、梁德明、
侯文健、區國權、林進、關俊笙、杜嘉倫

涉嫌干犯罪行

暴動、參與非法集結、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藐視法庭、妨礙司法公正、阻差辦公、公眾地方行為不檢、違反限
聚令、襲警、藐視立法會、干預立法會人員以及違反香港國安法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慈團紛施援手助死傷者家屬

現年25歲的李志宏，為沙田禾輋邨選區議
員，他昨晨約8時突在其facebook專頁發

文，稱被警方上門拘捕，相信與今年5月24日
港島遊行有關。他其後被帶往田心警署，再送
到灣仔警察總部落口供，扣押約5個多小時
後，下午獲准保釋離開。李志宏隨後又在face-
book「公布最新消息」，稱被警方根據香港法
例第二百四十五章《公安條例》第十七B條
「公眾地方作出喧嘩或擾亂秩序的行為」作出
檢控，下周一（23日）下午2時半在東區裁判
法院提堂。

警方則表示當日下午約5時，一名男子在灣
仔鵝頸橋底作出喧嘩及擾亂秩序的行為，使群
眾起哄。警員隨即拘捕該名25歲姓李男子，他
其後拒絕保釋候查，獲准暫時釋放。港島總區
重案組人員其後經進一步調查及諮詢律政司的
法律意見後，昨日於沙田區再拘捕及控以該名
男子一項「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罪。
此外，李志宏與沙田區議員趙柱幫丶石威廉

在今年7月1日參與另一場港島區的非法集會及
遊行期間，同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內被指參與非
法集結被捕。據悉當時警員指趙柱幫涉嫌盜
竊，他遂向警員叫囂，再被指「令現場市民情
緒高漲」，其後一干人等被鎖上手銬帶走。趙
柱幫將在下周一（23日）早上9點半在西九龍
裁判法院提堂，而許銳宇則會在12月3日下午2
時半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網民批「攬炒當政績」
新一屆的區議會中，攬炒派被批評「不務正

業」，不但漠視民生問題，更大力撐「黃店」
搞「小圈子」，而且在各種非法集結場合拋頭
露面煽風點火「博出鏡」，也將所謂的「抗

爭」帶入區議會內，多次在區議會上通過與社
區和民生無關的議案，又圍攻與會的警方代
表，多次被警方代表痛斥其身不正。
事實上，今年至少有60名攬炒派區議員涉嫌

干犯不同罪案被捕、被控，當中不少人更第一
時間將自己被捕消息上載到社交平台「炫
耀」，有網民批評攬炒派區議員「攬炒當政
績」、支援黑暴被捕者當正職，而真正社區民
生問題則「唔見佢哋咁肉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油麻地唐
樓餐廳發生的奪命大火，18名死傷者至少
涉及三個尼泊爾籍家庭，其中一個家庭為
3歲幼子開生日會，壽星仔火警中幸逃過
一劫，但父親及胞姐身亡、母親命危，應
邀出席生日會的姑媽一家死傷慘重，年僅
8歲及13歲表姐弟同葬身火海，北角蘇浙
公學及佐敦道官立小學一夜間痛失兩名學
生三名家長，師生深感悲痛，昨日校方已
啟動危機處理小組，派出教育心理學家輔
導學生情緒。
火警前晚發生時，在肇事尼泊爾餐廳舉
行生日會的一個四口之家，包括38歲父親
Kandel Youba Raj、39歲母親子Giita Kan-
del、13歲大女Kandel Kritica及3歲幼子，
其中父親和大女Kritica死亡，母親危殆，3
歲壽星仔幼子無恙。
火警當日，父母特意趁本周日排燈節期
間，相約親友在同鄉經營的會所餐廳為愛兒
辦生日會，當日早上胞姐更在社交媒體上載
姐弟合照，並留言祝胞弟生日快樂；生日會
所邀請的親友，包括壽星仔姑媽一家，詎料
會所餐廳晚上發生火警，表姐Kritica與年僅
8歲的Ryaan表弟和姑丈Nepal Ram Babu
不幸與他們的父親同葬身火海（見表）。
Kritica就讀中一級的北角蘇浙公學，昨

日校方稱與警方核實資料後，已即時啟動危
機管理小組，由社工及教育心理學家為有需
要同學提供輔導。校方指，Kritica是由寶
覺小學升上該校，就讀非華語班，主要說英
語，同校還有7至8名同學一起升讀，當中
一名感情較好的同學情緒影響較大。
死亡的Ryaan與胞弟，同在佐敦道官立小
學分別讀三年班及二年班，學校距火場僅約
150米，昨日佐敦道官小發出通告指，奪命
火警中有3名死者與學校有關，包括一名3
年級8歲學生（Ryaan Nepal）及其38歲父

親（Nepal Ram Babu ），還有一名6年級
生的父親，全校師生感惋惜及難過，向他們
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學校已啟動「危機處
理小組」為全校員生提供輔導。據悉，學校
訓導主任及社工已探訪死者家人，包括Ry-
aan讀同校的胞弟，胞弟已暫時休學。
遇難男童Ryaan的女同學Alisha表示，聽

到老師講述有同學在火災中遇難時，同學們
都忍不住落淚，部分同學傷心地哭出聲來。
她對有同學死亡感到很難過，希望死者的家
人不要太傷心，祝願Ryaan安息。
Alisha還寫了一封信給Ryaan，希望他在

天堂快樂。一名尼泊爾家長表示，兒子與
Ryaan同班，Ryaan活潑好動及自信，兒子
知道消息時在家即時痛哭，很不開心，Gur-
und亦對死傷那麼多同胞感震驚和難過。
另外，肇事餐廳的40歲女東主Tamang

Binita在火警中死亡，34歲男東主Shrestha
Mukesh則危殆，另一個姓Kandel的四口家
庭，夫婦和兩名子女全部命危，還有兩名男
女死者未明是否有親屬關係，西九龍總區重
案組探員昨日曾到醫院了解留醫者的情況，
暫未能錄取口供。

▲暴徒5月
24 日在銅
鑼灣街頭堵
路。
資料圖片

◀李志宏獲
准保釋離開
灣仔警察總
部。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油麻地唐
樓尼泊爾餐廳火劫，造成7死11傷，其中8
人危殆。昨日續有市民到現場獻花束悼念火
災中的死者，死者的家人到葵涌公眾殮房認
屍時悲痛欲絕，仁濟醫院緊急援助基金部門
主任表示「仁濟緊急援助基金」即時撥出援
助金，向事件中的死者家屬及留醫的傷者提
供經濟援助。
九龍樂善堂得悉事件後，亦表示會向受
火災影響之家庭提供經濟支援，向大火中受
影響居民及死傷者提供一次性經濟援助，協
助他們渡過難關，當中包括向死者家屬發放
每戶5萬元、傷者發放2萬元，及向受火災

影響之同一大廈住戶發放每戶5,000元緊急
經濟援助，而「樂善堂李賢義裔群社少數族
裔支援服務中心」亦向受影響家庭提供情緒
支援等需要，有需要者可聯絡 (電話：
2382-0106) 尋求援助。
此外，「旭逸酒店． 旺角」在facebook

表示，對事件十分關注，祝願傷者早日康
復。酒店會緊貼事態發展，為有需要者提供
協助及支援。
酒店對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會為受
大火影響而需要緊急庇護的居民提供3天免
費住宿，讓他們抒解燃眉之急，一同渡過難
關。

唐樓火燒散三家庭 壽星仔父死姐亡母危

■昨日不時有市民到火警現場向死者獻花悼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Kandel Youba Raj (左二)與13歲女兒(左
三)在火警中喪生，妻子亦重傷命危，僅3歲
兒子未有受傷。 網上圖片

■周梓樂父
母（右三及
右二）昨有
到庭旁聽。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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