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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強烈譴責孤狼式恐襲
嚴重踐踏法治 惡意挑釁警隊

警方昨日公布，拘捕一名男子涉嫌於 7 月 1 日凌晨向禮賓府投
擲土製燃燒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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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 日凌晨 1 時許，鄧炳強和蕭澤頤趕抵瑪麗醫院探望遇襲警員。鄧炳強回答本報記者提問時表示，會
採取一切措施保護同事安全。
記者 木子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7 月 1 日晚上銅鑼灣警員遇襲案震驚全
城。本港各界人士嚴厲譴責暴徒的暴力行為，指其嚴重踐踏香港法治，更
是對香港警隊的惡意挑釁，並明確表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呼籲全港市民
與暴力行為劃清界線，堅決反對暴力和美化暴力的行為，讓香港重獲安全
城市的美譽。

全力支持警方果斷執法
剛從北京回港的林鄭月娥 1 日深夜和 2 日凌晨先後
通過書面聲明和會見傳媒對暴力行為予以強烈譴責。
林鄭月娥表示，此等暴力行為明顯衝擊社會穩定，亦
是罔顧法紀，令人非常遺憾。她表示，警方會全面調
查涉事人背後是否有組織。
林鄭月娥譴責 7 月 1 日發生的多宗涉嫌違法及破壞
公共秩序事件，直指該等行為目無法紀，破壞公共秩
序，明顯是危害社會安寧和挑戰特區政權。林鄭說，
經歷 2019 年下半年的 「黑暴」事件，市民對暴力行為
深惡痛絕，亦十分珍惜去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社會
穩定的局面。她全力支持警方對暴力及違法行為採取
果斷的執法行動，維持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
全。

痛批背後推手滿手鮮血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社交媒體發帖文稱，對在銅鑼
灣執勤時遇襲受傷的警員致以深切慰問。他嚴厲譴責
「孤狼式的恐怖襲擊」，又說留意到有人在網上鼓吹
以不同形式的活動支持襲擊警員的兇徒，不但鼓吹、
宣揚及美化暴力，更加是煽動仇恨，分化社會，變相
鼓勵更多人仿效進行 「孤狼式的恐怖襲擊」和違法行
為，必須直斥其非，如涉違法行為，警方必依法處
理。他說，由於疫情原因未能親身到醫院探望受傷警
員，已送上花籃及慰問卡，祝願受傷警員早日康復。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和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在案發後到
醫院探望受傷警員。鄧炳強表示，譴責一切暴力行
為。今次事件顯示警隊、其他執法人員和紀律部隊面
對很多不可預計的危險，現需要採取一些措施作出保
護，包括進行一些截停的搜查和路障。他說，除兇徒
要負責外，亦有很多人不停地鼓吹暴力、煽動仇恨、
煽動憎恨國家和社會，美化暴力和襲擊行為，這是導
致今次不幸事件的主要原因，除兇徒外背後的推手都
是滿手鮮血。鄧炳強直指，兇徒是 「孤狼式的恐怖襲
擊」，相信他受分化和激化，暫未有證據證明有其他
同犯。
政界方面，民建聯對有警員被刺傷一事感到震驚和
憤怒，認為兇徒蓄意作出危害他人性命的暴力行為，

嚴重踐踏香港法治，更是對香港警隊的惡意挑釁，任
何文明社會都絕對不能容忍。該黨堅定支持特區政府
與香港警隊繼續嚴正執法，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社會
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工聯會指出，香港的安寧來之不易，危害香港的暴
力無論是 「孤狼式襲擊」，或是其他類型的暴力，都
應予以譴責和制止。該會呼籲社會各界要更團結，齊
心合力維護香港的穩定，希望市民要警惕、抵制 「港
獨」恐怖分子暴亂復發。

籲市民與暴力劃清界線
經民聯表示，香港社會絕不容忍任何罔顧法紀的暴
力行為，促請特區政府嚴正徹查事件，要求警方盡快
查明有無其他人士及組織涉及有關犯罪行為，又呼籲
全港市民要與暴力行為劃清界線，堅決反對和抵制暴
力，讓香港重獲安全城市的美譽。
新民黨讚揚現場警員事發後反應敏捷，迅速行動，
而且制服兇徒，並提醒今後社會對於這種孤狼式襲擊
行為，必須提高警覺，以保障治安及秩序。
新界社團聯會譴責本地恐怖主義行為，促請執法部
門盡快嚴查事件，亦提醒市民要提高警覺，舉報罪
案。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強烈譴責兇徒暴行。
全國政協委員、該會會長姚志勝指出，兇徒暴行罔顧
法紀，威脅執法人員生命安全，危害社會安寧。他促
請警方嚴正徹查事件，並向受傷警員及其家人致以深
切慰問，祝願他早日康復。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指出，暴力無法解決任何問題，
香港社會不能再被戾氣充斥，呼籲廣大市民保持理
智，要譴責及阻止暴力、挑撥行為。
法律界方面，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嚴厲譴責恐怖活
動及嚴重的違法行為，同時對警員執勤期間受傷感痛
心，予以深切慰問。基金會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絕
不容許任何人干犯恐怖活動罪，或針對人的嚴重暴
力，希望市民回歸理性，冷靜分析問題。
香港中律協強烈譴責嚴重危害他人身體和任何挑戰
香港法治的違法暴力行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維護
社會穩定，並對受傷警員致以深切慰問。香港律師會
則稱，對事件感到悲痛和深切關注。

七一當日警方在多區嚴正執法。 記者 區天海攝

警方斥美化暴力煽動仇恨行為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警方昨日表
示，留意到網上有人悼念一名前晚企圖謀殺警察
及後自殘導致身亡的男子，網上留言稱呼該名男
子為 「烈士」、 「勇者」，並向其致敬，公然支
持明目張膽的嚴重暴力違法行為，同時企圖浪漫
化及英雄化兇徒泯滅人性的冷血行徑，並從中煽
動仇恨，警方對此作出強烈譴責。
警方重申，絕不容忍任何人為達目的而訴諸暴
力，定必嚴正執法以保障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
警方現正積極搜集情報，並加強巡邏各地點。根
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9 及第 10 條，任何人作
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具
煽動意圖的作為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被判處罰
款 5000 元及監禁 2 年；而違反《公安條例》下的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
處監禁 5 年。
根據目前調查所得，警方懷疑兇徒受到失實資
訊及煽動性言論激化，繼而策動 「孤狼式恐怖襲
擊」，最後自殘導致身亡。兇徒目無法紀，在公
眾地方嚴重傷害警務人員，明顯是在挑戰法律，
破壞社會安寧。
據悉，施襲後自殘死亡的疑兇姓梁(50 歲)，未
婚，並無精神病和刑事紀錄。他與父母同住新蒲

崗一唐樓，警方在其家中發現在電腦及剪報，有
不少關於修例風波的內容，相信疑兇是閱讀相關
資料後部署施襲。消息稱，疑犯犯案時身上帶有
USB 記憶體，內有遺書交代後事。

懲教署工會籲勿錯誤演繹事件
對於有人利用網上平台將企圖謀殺警察行徑英
雄化和煽動仇恨，懲教署全部 4 個協會及工會，
包括香港政府華員會懲教署職員分會組別聯席會
議、懲教事務職員協會、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
香港懲教署懲教助理總會，予以嚴厲譴責。發言
人表示，除了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外，亦藉此希望
市民保持理智，切勿對事件有錯誤演繹，並協助
提醒身邊青少年分清是非，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
界線。
另一方面，在執勤時遇襲的機動部隊男警員，
背部嚴重受傷，昨日仍在瑪麗醫院留醫，由情況
危殆轉為情況嚴重。警方現將案件列為企圖謀殺
及自殺案，並在案發現場檢獲一把刀，懷疑與案
有關，港島總區重案組正調查案件。警方昨日發
出內部指引，要求前線警務人員執勤時，最少要 4
人一組，又提醒前線警務人員留意安全及配備戰
術背心等安全裝備。

一男子涉向禮賓府擲燃燒彈被捕
【香港商報訊】記者區天海報道：禮賓府於 7 月
1 日凌晨遭人投擲易燃物，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
會調查科(俗稱 「
O 記」)經深入調查後閃電破案，
昨日拘捕一名男子扣查。警方指，疑犯以 10 罐易
燃物組成土製燃燒彈，爆炸品處理課人員下午到
其馬鞍山寓所搜證，正調查其犯案動機。警方強
烈譴責破壞法紀的行為，並重申絕不容忍任何暴
力行為。
被捕男子姓王(24 歲)，報稱無業，涉嫌縱火罪，
正被警方扣查。警方正檢查其電腦、手機和網上
活動等，調查有關燃燒彈詳情。 「
O 記」署理總警
司何振東表示，案發在 7 月 1 日凌晨 2 時許，有人
向禮賓府附近下亞厘畢道斜坡投擲易燃物品，引
起爆炸和火警，保安人員馬上將火勢撲滅，幸無

人受傷。爆炸品處理人員及消防員到場處理，檢
獲包括 6 罐打邊爐用的石油氣及 4 罐助燃劑，相信
疑犯將該 10 罐易燃物組合成土製燃燒彈，警方其
後檢走證物作進一步化驗。
「
O 記」探員經調查後，昨日在馬鞍山拘捕一名
男子，涉嫌與案有關，其後 「O 記」探員聯同爆
炸品處理課人員在場搜證。何振東指，今次案情
非常嚴重，如土製燃燒彈投擲在人煙稠密地方，
造成傷亡不堪設想，警方現正對案件作出深入調
查，疑犯犯案動機是調查主要項目。至於禮賓府
保安方面，何表示不時會對保安措施作出覆核，
以應對不同情況。何振東強調，縱火屬嚴重罪
行，根據香港法例第 200 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63 條，一經定罪，可判處終身監禁。

法律不容網上煽暴
香港回歸祖國 24 周年晚上，
發生一宗孤狼式恐怖襲擊，有
人於鬧市裏企圖謀殺一位警員
然後自殺身亡。特首林鄭月娥對一度危殆的警員致
以深切慰問，並對暴力行為予以嚴厲譴責。今次事
件使人震驚和憤怒，這是一宗危害他人性命的兇
案，且嚴重挑戰了香港的法治、治安，以及警隊。
有關方面必須徹查真相，查明事件是否涉及操控者
或其他煽動者，同時要執法防範類似情況再現，以
保障全港市民及警員的安全。
香港國安法生效至今剛滿一年，期內香港社會成
功由亂入治，告別肆虐多時的黑暴亂象，市民重享
免於恐懼的自由。但今次孤狼恐襲又提醒大家，我
們仍不能鬆懈，兇案的發生進一步凸顯出維護香港

治安的重要性。首先是證明了香港國安法的必要，
其作用絕對立竿見影，倘無此法則香港社會的穩定
繁榮恐怕更無保障。其次也證明了警方保安部署的
必要，事實上當日除有孤狼恐襲，還有暴徒向禮賓
府投擲汽油彈，警方於街上截查時亦搜出數人藏有
仿製槍械及其他攻擊性武器等。若然香港沒有國安
法和警方加強執法的話，試想香港會亂成什麼樣
子？如林鄭言，大家都要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社會
安寧——誰又希望香港再次黑暴蔽日？
值得警惕的是，警方留意到有人試圖美化孤狼恐
襲，包括稱兇徒為 「烈士」 、 「勇者」 云云，從而
浪漫化和英雄化違法暴力及煽動仇恨。此乃香港首
次出現謀殺再自殺式恐襲，目前僅是一宗個別事
件；不過，假如有人受到美化、煽動而仿效行兇，

後果實在不堪設想，不僅嚴重威脅香港治安，而且
或令黑暴問題死灰復燃，甚至激起一波本土恐怖主
義，此外亦相信無人樂見身邊親友會受煽行兇，損
己害人。
孤狼恐襲為社會安寧帶來嚴峻挑戰，近年西方社
會深受自殺式恐襲困擾，因為是難以事後重典懲
罰，故基本只能事前防患未然，相關國際經驗便深
值香港參考。
一是必須嚴格看待煽動性行為。現行《刑事罪行
條例》已禁止任何人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
與任何人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如有觸犯經
定罪後可判監兩年，警方昨便警告定必嚴正執法；
參照西方做法，對於散播仇恨或鼓動犯法的信息，
網上服務提供者亦應將此下架或禁止，而有關方面

也須視乎實際情況研究更進一步的針對措施。
二是加強情報收集工作。如果市民懷疑任何人或
物可能威脅治安及違反法例，都應積極主動地向警
方舉報；警方除應設立渠道方便舉報，也須提高警
惕注視任何可疑人或物，由網上巡查到街上巡邏皆
然，嚴格依法防範罪行發生。歐洲多國都有制訂反
恐法案，其中法國近日就擬推出新法，重點循情報
入手，讓當局更好追蹤極端分子。
無論如何，暴力乃威脅和平的全民之敵，不容於
任何文明社會。對於暴力行為，以及美化、煽動暴
力的行為，我們都要嚴厲地說 「不」 。
最後，祝願事件中受傷警員早日康復。有賴警隊
維持治安，市民才能夠在和平環境裏安居樂業。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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