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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盡早止暴制亂回復社會平靜

警設 WhatsApp 反暴力熱線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反修例暴力衝突不斷升溫，警方昨於例行
記者會公布，由即日起推出10條WhatsApp 「反暴力報料熱線」 ，讓市民以更
便捷方式向警隊提供一些與暴力有關的情報，包括相片、錄音及錄像等資料，
協助警隊止暴制亂，盡早回復香港社會的平靜。警方強調，熱線不會有人接聽
電話或交代警方執法行動，不適用於一般報案，警方亦不會向第三方提供電話
號碼，方便大家以匿名方式提供資訊，希望有助預防及偵查罪案。

熱線 55669500 起連續 10 條線
警察業務服務科高級警司陳志勇表示，近期社會衝
突不斷，暴力一直升溫，警方留意到市面上有聲音，
希望警方提供一個更有效、安全、不記名的渠道以舉
報罪行，故警方由即日起推出 10 條 「反暴力報料熱
線 」 ， 號 碼 由 55669500 開 始 連 續 的 10 個 號 碼 ， 以
01、02、03 如此類推到 09，以 WhatsApp 短訊形式，
透過圖片、影片、錄音等收集來自市民的舉報，希望
有助預防及偵查罪案，早日做到止暴制亂。

緊急情況或報案續電 999
他續介紹，新增熱線不是全新做法，警方早在 1950
年代起已提供 999 緊急熱線，至近年更成立電子報案
室，追上科技，以不同措施更方便市民透過報案，並
提醒熱線不會接聽任何來電或一般報案，警方不會主
動以短訊向舉報者交代案情，亦不會向第三方提供電
話號碼，方便大家匿名提供資訊，萬一有緊急情況或
報案，市民應繼續致電 999 緊急熱線。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指出，現時和平示威
部分演變成暴力場面，示威者行為越來越暴力，並使
用磚頭、氣槍、汽油彈、削尖的鐵枝等致命武器襲擊
警員，亦不時有意見不合的市民出現爭執甚至動武的

情況。警方對治安問題非常關心且擔心。他相信任何
訴諸暴力的行為都無法得到市民認同。社會盡快恢復
平靜、捍衛香港法治，需要市民與警隊同心協力。他
希望市民可以透過反暴力熱線，與警方合作，一起止
暴制亂。

大埔墟站警告無效才用警棍
另外，就防暴警察上周六晚於港鐵大埔墟站以警棍
制服一批破壞車站設施的暴徒。警方行動部高級警司
汪威遜解釋，事發前有 300 多人曾包圍警察，之後警
方得悉大埔墟站被人暴力衝擊破壞，加上互聯網情報
顯示暴徒可能使用利器等致命武器，故警員抵達大埔
墟站時是面對很大暴力風險，在場警員曾多次警告被
截查人士蹲下，因警告無效才使用警棍制服，強調警
員考慮使用武力時不是畫面當刻，而是中間有一個判
斷過程，警員要處理的不是死物，接受武力的人肯定
不會舒服。
他提醒市民應遠離危險地方，在場人士應絕對配合
警員指示，因為警員需要立即控制部分在場人士，不
希望會發生誤會。被問到大埔墟站現場只有 11 人為何
要使用警棍，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強調，警
察進入大埔墟站見到的絕對不是 11 人，是一大群正在
逃跑的人，只是警員截查了大約 11 人。

警方在記者會上宣布設立 10 條 WhatsApp 反暴力報料熱線。 記者 馮俊文攝

籲右眼女傷者主動交代案情
對於有一名女子 8 月 11 日晚在尖沙咀警署附近右眼
受傷，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李桂
華澄清，未收到女傷者向警方發信，反而警方上月 12
日曾去信聯絡未獲回覆。他呼籲女傷者主動向警方交
代案情，對方是 「拼圖最後一塊」，需要其口供再評

休班警獲發警棍助隨時執法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警方證實已批准
向休班警員發放伸縮警棍，讓他們在休班期間執行警
務，配合處理反修例示威，1 個月後檢討安排。警方
昨於例行記者會上解釋，發放警棍不是新事物，現時
刑偵警員都會 24 小時配槍，警方配合行動需要不時檢
討，引入或更換合適裝備。
警務處行動科高級警司汪威遜昨於記者會稱，有鑑
於過去 3 個月的示威暴力程度升級，有示威者襲擊警
署，投擲汽油彈及縱火等，故有需要為警員添置合適

裝備，讓警員在任何情況下可執行警務及保護市民。
他強調，警方在使用武力有清晰指引及訓練，市民可
以放心。

需要執法時會表露身份
汪威遜引用香港法例 232 章《警隊條例》21 條，指
休班警員有需要執行職務時會視作執勤，當有需要執
法時會表露身份，是否需要使用警棍要視乎情況。根
據守則指引及《警察通例》，警員使用前要盡可能作

出警告，當達到目的要立即停止。汪威遜續指，任何
便裝警員就算是休班，在接觸市民及執行警權時，在
可行情況下要出示委任證。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表示，日常生活
中會有休班警、休班消防員等人，當有違法事情發
生時，休班警會義不容辭協助執行警務，強調警方
在行使警權時在情況許可下會出示委任證，如果捉
賊時賊人繼續反抗，該警員要等到增援才可以展示
委任證。

英媒總編發信警醒港青
【 香 港 商 報 訊 】 英 國 《 政 要 》 （ 《POLITICS
FIRST》）雜誌總編輯、英國知名國際問題分析家馬
克 斯·帕 帕 多 普 洛 斯 博 士 （Dr Marcus Papadopoulos），據稱 9 月 8 日向中國青年報所屬中國青年網發
出一封寫給香港青年的郵件，並要求發表，信中表達
了他對近期香港事態的關注、擔憂和希望，並指出有
外國勢力要把屬於中國的香港分離出去，而在十一國
慶即將來臨，局勢可能會更加危險，希望香港青年能
夠有所警惕。信件節錄如下：

港屬於中國人民的東方之珠
香港以其豐富的旅遊資源聞名於世：有魅力的人
們、迷人的建築、發達的交通……事實上，我從未見
過有人在訪問過香港之後，不談到他們在中華人民共
和國這個地區旅遊時所感受到的莫大快樂。香港是屬
於中國人民的東方之珠。
然而，香港的歷史也有一個黑暗的篇章，是由一個
外來侵略者所寫下的：英國人。 「鴉片戰爭」之後大
約 150 年的時間裏，香港成為了一個殘酷無情的殖民
政權的殖民地，倫敦通過在那裏設置的英國殖民地總
督，在這個中國地區實施獨裁意志。
他希望香港的青年們，了解祖先曾經遭受過的英國
人的野蠻和侮辱性的行為，英國大體上從來沒有為自
己在鴉片戰爭期間的種種駭人聽聞的行為而向香港和
中國人民道歉。
1997 年是中國歷史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年。正是
在這一年，中國結束了一段巨大的不公正的歷史：香
港回歸中國。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香港是中國的，將來也永遠是中國的。
再過幾個星期就是 10 月 1 日，中國人民將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並為中國共產黨取得的非凡
成就而歡欣鼓舞。從教育到衛生、到就業、到住房、
到福利、到工程、到科學，從軍事到體育，再到獨立
和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進步在國內外都是一個奇
。在中國歷史上，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大
過。我向中國共產黨取得的輝煌成就致敬！
然而，當今世界有一些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
功充滿了怨恨和嫉妒，並一心想通過在中國社會播下
分歧的種子等敵對行動來限制和破壞中國的進步，他
們的目的是瓦解中國，然後征服她。在與中國的關係
上，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與台灣保持密切的政治、經
濟和軍事關係，表現出對中國領土完整的蔑視，同時
以最險惡的方式干涉新疆。

暴徒正聽華盛頓主人命令
香港正在進行的極端分子暴力抗議活動，無疑與美
西方國家的幕後策劃有密切聯繫。他們的目的是在這
個中國地區製造動蕩，如果成功，將重創中國經濟，
並可能形成 「多米諾骨牌效應」，使中國其他地區容
易受到影響。抗議者聲言要繼續抗議，他們說某個法
案是他們走上街頭的原因。現實情況是，這只是抗議
者的藉口。暴力分子是西方國家在香港的 「第五縱
隊」，接受他們在華盛頓的主人的命令。他們一心想
把香港從中國分離出來，把這個地區移交給西方勢
力。
隨10 月 1 日這個光輝日子的臨近，我促請香港青
年提高警惕，提防暴力分子可能對特區政府作出重大
挑釁，目的是令香港的情況更加危險。
香港的中國青年，我呼籲妳們保護妳們的地區不受
殖民主義的影響，在這樣做的同時，捍衛中華人民共

涉咬斷警手指被告加控 1 罪
【香港商報訊】應屆港大畢業生於 7 月 14 日晚上沙
田衝突中，涉嫌咬斷一名警長的無名指和用傘攻擊警
務人員，被控襲警、有意圖而傷人等罪。案件昨在沙
田裁判法院再訊。控方指被告亦涉嫌在商場中庭高處
擲物，故新增一項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行為罪，並申
請將案轉介區域法院處理。辯方申請放寬保釋條件。
高偉雄裁判官將案押後至 10 月 8 日再訊，以待控方呈
交轉介文件，撤銷被告宵禁令，並下令被告只須每周
3 天到警署報到，其餘條件不變。

加控公眾地方擾亂秩序罪
22 歲被告杜啟華現一共面對 5 項指控，除了昨天新
增的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行為罪外，他亦被控本月 14
日晚上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 L3 層襲擊警員葉卓
軒。他亦涉嫌在同一場合有意圖而非法及惡意傷害高
級警司梁子健和偵緝警長梁啟業，以及未能出示身份

證明文件。
辯方石書銘大律師申請法庭撤銷禁足令和宵禁令，
且放寬每周到警署報到的日子至每周二天。原本被告
須每周 4 天到警署報到，他候訊期間嚴格遵守法庭命
令，他雖然曾兩次分別因為身體抱恙留醫和惡劣天氣
而沒有到警署報到，但事前均有知會警方。
辯方續指，被告剛轉職為市場推廣助理，乃正當職
業，與家人同住。而宵禁令一般針對聯群結黨的年輕
罪犯，命令目的和效果不清晰。至於禁足沙田新城市
的命令，由於控方證人均是警員，不包括任何商場職
員或經常出入商場的市民，命令起不了禁止被告騷擾
控方證人的作用。兩項命令不但跟保釋條件無關，而
且不必要地限制了被告的人身自由。
控方反對放寬命令，表示在新增的控罪中，被告涉
嫌在商場中庭從高處擲物，又鑑於現時社會氣氛，希
望法庭保留原有保釋條件。

英國《政要》雜誌總編輯馬克斯·帕帕多普洛斯
博士。
和國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呼籲妳們，要確保
妳們的先人在鴉片戰爭期間在英國人那裏經受的苦難
不至於白白承受。讓先輩遭受的苦難，成為妳們保衛
祖國的愛國主義和靈感的源泉吧。
香港屬於中國！

葉國謙：若暴亂持續
政府應引用緊急法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行政會議成
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昨於網台節目表示，
如果現時的動亂持續下去，政府有必要引用《緊急
法》，透過法律授予的權利去止暴制亂。
葉國謙認為，現時成立針對警方的獨立調查委員
會並不現實，任何調查工作應在事件平靜後才進
行，並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提出撤回修例，希望
平息紛爭。他反問民間提出的 「五大訴求，缺一不
可」是否現實可行，指其中特赦犯罪的人是不符合
法治，無可能做到。
另外，就警方向休班警提供伸縮警棍的決定 ，
葉國謙指現時示威者仇視警員的情況嚴重，認為
有關做法是讓警員自衛，相信警員不會作無故攻
擊。

論傷勢是否由警方造成。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匯報，就上周五在
油麻地果欄附近有網媒記者被襲擊，警方以涉嫌襲擊
導致他人身體受傷害拘捕一名 64 歲男子，案件交由油
尖刑事調查隊跟進；而本周一上午 7 時屯門一間中學
外有人與學生爭執並疑亮刀，警方已就事件拘捕 62 歲
男子，落案控以涉藏有攻擊性武器並已提堂。

涉非法集結 21 歲被告
獲保釋赴台升學
【香港商報訊】8 月 11 日的深水及港島東遊行在
警方未有發出不反對通知書下進行，及後演變為多區
衡突，警方晚上於尖沙咀拘捕多人，16 名年屆 16 歲
至 27 歲示威者被控一項非法集結罪，早前於九龍城
裁判法院提堂。其中就讀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的 21
歲被告羅樂文於早前不獲離港，昨於九龍城裁判法庭
申請更改保釋條件，獲准保釋期間離港回台繼續升
學，惟其母親須交出 3 萬元作人事擔保，被告亦須於
10 月 23 日返港與同案其他被告一同再訊。

與 16 示威者再提堂下月再訊
資深大律師彭耀鴻代表被告稱，被告為台灣藝術
大學電影系學生，須回到台灣繼續升學，就讀大學
3 年級。控方於上次提堂時以被告未能提出在台就
讀的證明， 「口講無憑」，故今次帶來一疊證明文
件，包括學生證、在學證明等，被告又提交了僱傭
合約以證明他於今年暑假回港是為了實習工作，同
時亦呈上被告於案發前購買的返台機票。
彭大狀指，被告亦非即時虛構其讀書及離港安
排，加上被告的父母、家人及所有關係均在香港，
沒有實質的棄保潛逃風險。
控方指獲得涉案影片截圖，發現被告在示威者使用
雷射槍攻擊警員、投擲磚頭、氣油彈及推倒鐵馬時現
身案發現場，彭大狀反駁截圖非但不清晰，而且截圖
中穿戴黃色地盤頭盔、手套、面罩、護目鏡及綠色長
褲人數眾多， 「
放大話一百幾十人都咁裝束。」
彭大狀又指控方強調有人丟磚等行為，但無任何
指控針對被告參與相關活動，控方充其量只能說被
告在案發現場附近出現，質疑此舉帶來的刑罰會否
「
高到被告唔顧屋企同所有關係而棄保潛逃」。
裁判官黃國輝批准被告離港，被告獲准以原有
5000 元保釋金以及 3 萬元人事擔保外出，被告在港
時則須遵守宵禁令以及居住在報稱地址。
同案被告包括馬孝文、鄭智健、劉維穎、郭嘉
輝、李穎淇、吳柏熹、葉姓男童、譚煒誠、廖偉
明、張文俊、梁卓華、莊嘉灝、羅樂文、黃千溥、
楊梓信及黃奕瑋。

青年情緒易受煽動
學者憂增自殺率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適值昨天 「世
界防止自殺日」，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
究中心公布，最新估測出 2018 年本港自殺率按年稍
減，但近期社會氣氛緊張，加上網絡不斷流傳各項
「手動傳」的虛假資訊，容易煽動青年情緒，若情
況持續，擔心今年青年自殺率會回升，呼籲市民轉
傳資訊時要三思。

港大推算去年自殺率稍減
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表示，根據死
因裁判法庭提供數據，顯示去年香港約有 910 人自
殺，估測去年香港自殺率是 12.2，即每 10 萬人中有
12.2 人死於自殺，較 2017 年減少。而男女自殺率均
告微跌，連一向自殺率高企的高齡人士自殺率亦微
降至 27.1。而最常見的自殺方法依舊是跳樓，其次
是燒炭和上吊。
被問及近月社會衝突，葉兆輝坦言近月事件令社
會互信、關懷一筆勾銷，感到十分痛心，舉例有受
傷人士不敢求醫，網上亦充斥假新聞，令社會精神
健康十分繃緊，期望市民發布消息時應三思，並指
「
攬炒」心態會令自殺人數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