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 控 干 犯

香港國安法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正被還

柙的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以及其被警方通緝的

心腹Mark Simon，其身為攬炒團夥幕後黑手的身份

曝光。黎智英涉嫌串謀黑暴「助逃小組」核心成員協

助「港獨」分子李宇軒潛逃台灣，並在赤柱監獄再被警

方國安處以干犯「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及「串謀協助罪犯」兩罪名拘捕。涉嫌和黎智英、「攬炒

巴」劉祖廸等人串謀犯案的一名律師助理，昨日亦被警方

起訴兩罪及押上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拒絕被告保

釋，還柙至4月14日再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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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黑暴逃犯於去
年8月23日乘快艇偷
渡台灣，並在內地管
轄海域被廣東海警截
獲及拘留。壹傳媒創

辦人黎智英主導的《蘋果日報》事後就
多次在報道中造謠抹黑內地與香港的執
法機構。前日，黎智英於赤柱監獄被警
方拘捕，揭露其涉嫌協助「12逃犯」案
中的李宇軒潛逃。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蘋果》早
前藉炒作「12逃犯」案煽動市民仇恨政
府，如今就有證據顯示黎智英才是始作

俑者，顯示《蘋果》造謠明顯是在賊喊
捉賊，醜陋目的昭然若揭，希望市民勿
再被其利用。

抹黑內地香港執法機構
在「12逃犯」被捕後，《蘋果》多次

炒作事件，聲稱特區政府故意將「12逃
犯」「送中」，包括《蘋果》於去年10
月5日以《12港人送中飛行服務隊兩度
出動疑追蹤12人快艇「不知情」說法揭
警謊》為題，報道稱經「調查」後發
現，飛行服務隊一架定翼機「B-LVB」
於「12逃犯」潛逃當日「罕有地於清晨

出動，由早上4時30分起在西貢布袋澳
上空盤旋達3小時，至7時半飛往東南面
海域，疑似於空中偵察及跟蹤目標」。

該報道又引述攬炒派立法會前議員譚
文豪稱：「不排除警方或港府早已知
情，並將涉事快艇的資料，通報予中國
執法部門。」
《蘋果》於去年10月8日再以《踢

爆港府密謀12人送中 警坐定翼機 監視
偷渡艇》為題報道，聲稱「再發現新
證據」「（10月5日）報道刊出後，
政府消息向本報透露更多行動細節，
聲言警方早有部署，料早已掌握12人

的偷渡計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黎智

英藉《蘋果》炒作事件，並非單純地為
自己洗脫協助逃犯的嫌疑，更是想煽動
市民仇恨政府、荼毒社會，以營造一個
永遠有人相信黎智英是「無辜」的假
象，令香港持續有人可以受黎智英背後
的組織或勢力唆使，為日後繼續搞亂香
港鋪路。

促檢控《蘋果》彰顯正義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揶揄，若按

《蘋果》和黃絲的論調，黎智英正是造

成「12逃犯」被「送中」的幕後黑手，
並批評《蘋果》之前抹黑政府的言行十
分可笑。他認為《蘋果》等黃媒不斷炒
作事件都是在消費「手足」，以圖取得
不可告人的利益。
「23萬監察」召集人王國興表示，今

次檢控證實黎智英才是協助罪犯的始作
俑者，而《蘋果》作為黎智英擁有的機
構，竟公開造謠政府參與支持「12逃
犯」的不法行動，煽動市民仇恨政府，
他認為，執法部門應立即檢控《蘋
果》，主持正義，並希望市民勿再被利
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政界：炒作「瞞逃」造謠「毒果」賊喊捉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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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陳梓華（29歲），有英國國籍，報稱
為律師助理，被控一項「串謀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及一項「串謀
協助罪犯」罪。
首項控罪指，陳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

年2月15日間，與黎智英、Mark Simon、李
宇軒、劉祖廸及其他人一同串謀，請求外國
或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
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洋心腹Mark Simon涉案
次項控罪指，陳於2020年7月某日至2020

年8月23日間，在李宇軒犯可逮捕的罪行
（即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後，知悉或相信該李宇軒就該罪行有罪，與
該李宇軒、黎智英及其他人串謀，在無合法
權力依據或合理辯解的情況下協助該李宇軒
離開香港到台灣，意圖妨礙拘捕或檢控該李
宇軒。
據控罪透露，被告陳梓華涉嫌與攬炒組織
SWHK有關，該組織曾發起眾籌及得到
1,400萬元，並將有關資金轉移至Mark Si-
mon在美國以「HK Project Trust」名義開設
的戶口。劉祖廸和李宇軒則為該組織前線成
員，而被告與黎智英及Mark Simon為幕後人
物，被告及李宇軒支持「香港獨立」，曾鼓
吹成立「流亡政府」，並組建由以色列提供
軍事訓練的軍隊，由李宇軒擔任軍隊領袖。
控罪指，該組織至今仍在運作，此前曾於
網站發布文章，要求15個國家停止向香港輸
出武器，並曾積極接觸各國的政治人物，請
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在李宇軒去年8月被
警方國安處拘捕及獲保釋後，被告陳梓華為
李宇軒安排了3間安全屋匿藏，又安排他到
西貢布袋澳碼頭乘船潛逃台灣。

潛逃機會高不得保釋
律政司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昨

在庭上反對被告擔保外出，並引用特區終審
法院早前根據香港國安法就黎智英保釋案頒
下的判詞，強調法庭「不得准予保釋，除非
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會繼續實施危害
國家安全行為」。同時，由於Mark Simon及
劉祖廸目前身處海外未有被捕，若批准被告
擔保，在資金充裕的情況下，被告恐會在兩
人安排下潛逃，也有很大可能繼續危害國家
安全。
控方申請案件押後8星期，以供警方調查

被告的手提電話及查核銀行戶口轉賬記錄，
包括手提電話、手提電腦等6項裝置，還有
被告、黎智英、其助理Mark Simon的滙豐銀
行賬單等。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官
蘇惠德將案件押後至4月14日再訊，下令將
被告還柙候訊。
據了解，被告去年10月涉嫌協助12名黑
暴、「港獨」分子潛逃而被捕，其後獲保釋
候查，但警方國安處繼續抽絲剝繭追查，再
發現他和攬炒組織、李宇軒、劉祖廸及黎智
英、黎的助理Mark Simon等串通一氣， 串
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及串
謀協助黑暴潛逃。本月15日，警方在大埔再
度拘捕被告，並於前晚在赤柱監獄再度拘捕
正被還柙的黎智英。
警方表示，自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截至今年2

月16日，共有98人（16歲至79歲）涉嫌從
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被拘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蕭景源)
12名黑暴分子畏罪企圖潛逃台灣，
惟在偷渡邊境時被內地海警拘
捕，在審訊期間爆出有「上線」
提供資金、安排及指揮偷渡，香
港警方追查「上線」和「保護
傘」，層層追擊逐漸剝開上線面
紗，分別在去年10月和今年1月拘
捕20人。警方循此再深入追查幕後
「大鱷」，發現其中一名被捕的律
師助理雖名不見經傳，但在案中角
色非常重要，是助逃小隊中的靈魂
人物，結果追查陳梓華時挖出黎智
英和 Mark Simon，而 Mark Si-
mon更涉嫌替攬炒團夥處理逾千萬
資金，隨着黎智英被捕，助逃被捕
的人數增至21人。

搗破黑暴支援網絡
據了解，警方一直懷疑在黑暴

活動中隱藏着一張內外勾結的網
絡，在香港的代理人幕後提供資
金和籌劃，在去年協助12名逃犯
偷渡的活動中，成為警方追查黑
暴支援網絡的突破口，隨着落網
逃犯供出有「上線」，令警方掌
握更多線索。
警方國安處於去年10月10日拘

捕4男5女，包括疑組織策劃的律師助理、
提供快艇的姓成船主和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的女助理唐婉清等，各人分別擔當提供資
金、安排住宿、為罪犯提供陸上偷渡交通工
具。行動中，警方檢獲買船的50萬元，並
相信「12名逃犯」各支付數萬至10名萬元
偷渡費，但偷渡費的來源當時仍是謎。

最大黑手終於現形
到今年1月14日，警方再拘捕黃國桐等
11人，在助逃案中分別擔當金主、中介
人、提供潛逃意見、陸上運輸及窩藏等角
色，不過警方相信最大黑手仍未現形，同時
相信案中涉法律背景的疑犯角色重要，遂順
藤摸瓜追查，發現姓陳律師助理不但有社區
工作經驗，其律師助理身份也造就其穿
針引線和接觸更高層次的人物，結果將
調查方向一步步逼近背後人物，最終挖
出黎智英及其心腹Mark Si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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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現涉案件及控罪
兩項組織未經批准集
結罪、三項參與未經
批准集結罪

●控罪指涉2019年8月
18日、8月31日、10
月1日的港島區3宗非
法集結

●其中涉及2019年8月
18日的案件已於本月
16日開審，另外兩案
將在4月7日及5月17
日於區域法院開審

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
准的集結

●控罪指涉2020年6月
4日銅鑼灣維多利亞公
園非法集會

●案件已轉介至區域法
院於本月 5 日提 訊
後，押至 4 月 30 日
再訊

串謀欺詐罪

●控罪指他於2016年6月27日
至2020年5月22日期間，代
表《蘋果日報》簽署申請租用
駿盈街8號，租約訂明只可作
出版及印刷報章雜誌用途。簽
約時清楚了解租約內容，涉嫌
欺詐科技園公司，估計涉款
1,980萬元。須還柙至2021年
4月16日再訊

違反香港國安法「勾結外國或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控罪指他2020年7月1日至12
月 1 日期間（包括首尾兩
日），在香港請求外國或者境
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
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
取其他敵對行動。須還柙至
2021年4月16日再訊，但今
日（18日）再向高等法院申請
保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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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香港國安法「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及「串謀協助罪犯」

●2021年2月16日於赤柱監獄再被警方國安處拘捕，指他
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2月15日期間，在香港與其
他人一同串謀，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
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
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以及於2020年7月某日至
2020年8月23日期間，與其他人串謀協助「12逃犯」中
的罪犯李宇軒潛逃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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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赤柱監獄的黎身在赤柱監獄的黎
智英再被警方國安處智英再被警方國安處
以干犯以干犯「「勾結外國或勾結外國或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全」」及及「「串謀協助罪串謀協助罪
犯犯」」兩罪名拘捕兩罪名拘捕。。警警
方並追查與其串謀犯方並追查與其串謀犯
案的犯罪網絡案的犯罪網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報稱律師助理
的陳梓華昨日由
警車押解到西九
龍法院應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警方早前接收由內地移交的12逃犯
中的兩名未成年疑犯。 資料圖片

Mark SimonMark Simon

李宇軒李宇軒

劉祖廸劉祖廸

控控「「危害國安危害國安」」等兩罪獄中再被捕等兩罪獄中再被捕 律師助理提堂律師助理提堂

幕後黑手現真身現真身
肥黎涉肥黎涉助助1212逃犯逃犯

本疊內容：文匯要聞 香港新聞 文匯論壇 中國新聞 國際新聞

�����!�7�������
� � 0 � 	 � 	 � 	 ! .

港字第25895 今日出紙2疊6張半 港售10元

2021年2月
星
期
四18 大致天晴 天氣乾燥

氣溫17-22℃ 濕度55-75%

辛丑年正月初七 是日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