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安法實施後 警方多次執法
日期

2021年
5月6日

2021年
1月6日

2020年
12月27日

2020年
12月7日

2020年
11月21日

2020年
8月10日

2020年
7月30日

2020年
7月29日

事件

本土組織 「光城者」 7名成員包括發言人阮嘉
謙被警方拘捕，其中5人涉干犯香港國安法
「顛覆國家政權」 罪。

警方出動一千警力拘捕53名攬炒派人士，包
括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多名
前立法會議員及現任區議員，控其涉嫌策劃
及參與 「35+初選」 ，干犯國安法 「顛覆國家
政權」 罪。

警方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通緝約30名身處
海外的人士，包括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梁
頌恆，以及前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
人張崑陽和前《學苑》總編輯梁繼平。

警方就11月香港中文大學畢業禮遊行拘捕8名
男子，指其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其中3名非中
大學生另被指煽動分裂國家，涉違反香港國
安法。

網台D100主持人尹耀昇（傑斯）發起的 「千個
爸媽，台灣助學」 計劃被指涉嫌洗黑錢及資
助分裂國家，他與妻子曾碧雲及女助理利寶
麗同涉分裂國家罪名被捕。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10人，被警方以涉嫌
違反香港國安法及串謀欺詐等罪名拘捕，其
間警方出動近200名警員封鎖及搜查《蘋果日
報》所在的壹傳媒大樓近8小時，帶走25箱證
物。

警方國安處首度發出通緝令，通緝6名海外港
人涉嫌煽動分裂國家或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包括有羅冠聰、陳家駒、鄭
文傑、黃台仰、劉康及朱牧民。

警方國安處成立後首次行動，拘捕4名屬於已
解散組織 「學生動源」 的前成員，包括前召
集人鍾翰林，他們涉嫌分裂國家、煽動分裂
國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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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爆！國安熱線半年接逾10萬舉報

警方在社交平台Facebook及微博專
頁發帖指出， 「過去半年已經收到超過
10萬條訊息；感謝各位曾經透過熱線提
供資料的市民，願意一盡良好公民責
任，為國家安全出一分力。」

市民可以透過微信、電話短訊或電
郵，經有關熱線作出與國家安全相關的
非緊急舉報。熱線只接收與國家安全相
關情報，包括資料、相片、錄音或錄
像，而電話熱線不會接聽任何來電，亦
不設回覆。

107人涉違國安法被捕
據警方資料顯示，自香港國安法生

效起，截至本月9日，共有107人（88男
19女，年齡介乎15至79歲）被指涉嫌從
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被警方拘
捕。至於有多少人因 「舉報熱線」 所得
資料而被拘捕，警方指，由於舉報資料
保密，詳情不會公開。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於2月2日與立法
會保安事務委員會進行視像會議，回顧
2020年香港治安情況。他在會議上指
出，自去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實施以
來，警務處拘捕約100人分別涉嫌分裂國
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
國勢力、以金錢或以其他財物資
助他人分裂國家，部分人涉發表
煽動文字、欺詐及洗黑錢，當中
八人被起訴。

與 「修例風波」 相關的案
件，包括縱火、刑事毀壞、暴動或非
法集結等罪行，按年下跌25%。截
至去年12月底，10200人因參與 「修例
風波」 被捕，當中四成是學生，至今有
2450人被起訴，190多人被判入獄。鄧
炳強表示，國安法實施半年以來，警方
鍥而不捨對涉嫌違反國安法採取拘捕或
檢控的行動，現時社會秩序漸漸恢復穩
定，會嚴防這些違法活動死灰復燃。

為配合香港國安法實施，警方國安處在去年11月5日開通 「國
安處舉報熱線」 ，以便利市民提供與國家安全相關的資料或舉
報。警方發言人表示，該熱線開通逾半年，已經收到超過10萬條
訊息。而自去年中實施香港國安法以來，已有107人因涉嫌觸犯此
法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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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前年11月2日全港
大範圍發生暴動當日，警方在灣仔
商住大廈單位搗破黑暴武器庫，檢
獲近140枚汽油彈或半製成品，四男
一女被起訴。當中一名23歲男學生
昨於區域法院承認管有物品意圖損
壞他人財產罪，法官重申以身試法
要付很大代價，判囚三年兩個月。

昨日認罪的23歲被告莫禮滔，
案發時正修讀公共行政政治學士課
程的最後一年。在事件曝光而當場
拘捕後，他已還押超過一年半，亦

因而無法出席祖父母的喪禮。

官表明須判阻嚇式刑罰
莫禮滔承認的控罪屬於串謀縱

火罪的交替控罪，指控他在灣仔堅
拿道西一單位內，管有59個汽油
彈、79個載有白色廢棉的玻璃瓶、
50個玻璃瓶、約4.6公升內含柴油的
淺黃色液體、約1公升內含異丙醇的
無色液體、約4.9公升內含汽油的綠
色液體、白色廢棉、布條、布及毛
巾。據案情指，警方於前年11月2

日破門入屋時，莫禮滔等人一度從
露台試圖逃入樓下單位，但被該住
客拒絕進入，楊等人遂被擒獲。

法官葉佐文判刑時指出，涉案
五人有計劃地犯案，將案中的汽油
彈存放在商住大廈內，嚴重之處是
數量不少且易生危險，案例表明必
須判處阻嚇式刑罰。資料顯示，案
中另一名23歲女學生在上月底承認
管有物品意圖損壞他人財產罪後，
同樣判囚三年兩個月。至於同案餘
下三名被告，將於本周五起受審。

灣仔單位藏140汽油彈
23歲男生判囚38月

▲市民可透過微信、電話短訊或電郵作出舉
報。

▲黎智英涉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在獄中等待
審訊。

運40枚汽油彈 的士司機串謀縱火還押
【大公報訊】的士司機於前年10月被警

方揭發在其的士車尾箱藏有40枚汽油彈，涉
供暴徒使用，但司機不認罪，辯稱以為自己
只是替人運送 「醫療物品」 。區院法官不接
納其辯解，直指心智成熟的司機都不會載貨
不載人，昨裁定他串謀縱火罪成立，下令還
押至本月17日判刑。

官指「幫熟客運貨」理由牽強
被告曾偉龍（32歲）被控於前年10月

17至20日，與他人串謀用火意圖損壞他人財
產；其交替控罪同時指控他非法管有40枚汽
油彈、3支汽油及兩個點火器。他早前曾經
自辯，聲稱只是應熟客要求，前往大埔的香
港教育大學接客，但對方只要求他運送一箱
「醫療物品」 ，不久在途中被警方截查而揭

發事件。
法官李慶年昨宣讀裁決指出，曾偉龍的

辯解很牽強，包括聲稱應熟客要求載貨，但
卻說不出 「熟客」 的姓名、綽號或昵稱。再
者，一般的士司機都不會載貨不載人，即使
載貨亦會檢查貨物，以免惹上麻煩及官非。

另一方面，作為司機的曾偉龍口稱只曾
協助搬貨，但法官據警員證供指出，當警員
截查涉案的士時，箱並沒有封頂，警員可從
外看見盛載 「貨物」 的箱內其實是汽油彈，
那些玻璃瓶的瓶口甚至綁有碎布。

因此，法官裁定曾偉龍必定知道箱內物
品是汽油彈、必然嗅到汽油彈的濃烈氣味，
同時明知該批汽油彈是用作縱火。法官指出
曾偉龍負責運送，與其他涉案者各司其職，
遂裁定他串謀縱火罪成立。

▶國安法實施半年
以來，警方鍥而不
捨對涉嫌違反國安
法者採取拘捕或檢
控行動，現時社會
秩序漸漸恢復穩
定。 中新社

借鑒內地防疫隔離經驗必須依法處理外國勢力在港代理人

龍眠山

網上流傳竹篙灣檢疫中心的部分
食物圖片，大多是白飯配水煮椰菜，
少見肉類，過分清淡，堪稱 「減肥
餐」 ；更有食品顏色 「暗黑」 ，莫說
食落肚，看着也倒胃口。該中心日前
更發生食物中毒事件，對被隔離者來
說可謂雪上加霜。

傳播力更強的變種病毒在本港社
區出現，檢疫規格需要收緊，後勤保
障也需要跟上。然而，檢疫中心的食
物質素不過關，更有人批評中心的管
理水平屬於 「第三世界」 ，問題需要
得到正視。特區政府積極回應了質
疑，及時撤換了有關問題食品的供應
商，並表示會持續檢視整體配套，包
括人手及膳食等安排。

檢疫中心的食品供應看似小事，
卻影響市民配合政府措施的意願，關
乎抗疫的成敗，絕對不可等閒視之。
前食衞局局長高永文批評隔離安排的
細節方面不理想，認為可借鑒內地在
食品及物流安排上的經驗，說出不少
人的心聲。

事實上，即使在去年初武漢封城
期間，逾千萬人口的食物供應基本能
保障。而現在港人進入內地需要檢疫
隔離，有的酒店提供固定套餐，有的
酒店允許被隔離者叫外賣，比較人性
化。內地抗疫成功，不僅因為有嚴謹
的隔離措施，也在於有較好的後勤配
套，展現了較好的綜合管理能力。

香港要做好食物供應，首先是處
理預算的問題，預算少，食品質素好
不了。特區政府為抗疫花錢都是 「億
億聲」 ，實在沒有必要在食品供應方
面太過 「慳儉」 。提供膳食的方式也
可以更靈活，例如有人建議是否可以
允許 「送外賣」 等，當然，前提是政
府做好物流的安全控制。

防疫抗疫是一套系統工程，也是
對行政落實能力的全面考驗。無論前
期工作做得多好，一旦出現紕漏，都
有可能影響全局。內地已經行之有效
的隔離經驗，特區政府可以結合香港
實際情況，學習借鑒。

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不重視維護
國家安全，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容忍外
部勢力代理人橫行無忌。隨着香港國
安法於去年中落實，外國勢力有所收
斂，但其培植的在港代理人仍在頂風
作案。遏止外力代理人的違法亂港行
為，刻不容緩。

說起外力代理人，支聯會肯定是
其中之一。三十多年來，支聯會打着
「民主」 旗號，幹着反中亂港勾當，

堪稱在香港策動 「顏色革命」 的黑
手。支聯會的 「五大訴求」 之一，就
是要推翻執政黨，違憲違法，不容抵
賴。前年黑暴期間，支聯會推波助
瀾。就在剛剛過去的母親節，支聯會
又藉街頭簽名繼續煽暴縱亂，高呼違
法口號，還揚言繼續組織非法集結，
視法律於無物。

為什麼支聯會敢無視國安法、繼
續反中亂港？原因很簡單，反華勢力
沒有放棄圍堵中國的圖謀，也沒有放
棄香港這張 「牌」 ，支聯會仍有利用
價值。最近美國藉黃之鋒被再次判囚

事件說三道四，公然干預香港事務，
外力代理人聞笛起舞，配合呼應，可
以說是出自 「本能」 的反應。

職工盟則是另一個資深的外力代
理人。職工盟與國際反華組織關係密
切，更長期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巨額資助，後者是公認的美國情報機
構FBI的 「白手套」 。職工盟積極參與
黑暴 「攬炒」 行動，所謂 「三罷」 之
一的罷工就是由職工盟發動。前年八
月十三日，香港國際機場被大批暴徒
圍堵，出現大量踐踏法治行為，職工
盟扮演了什麼角色？新冠疫情爆發
後，職工盟又一再煽動醫護罷工，借
疫謀亂，不惜以病人權益作賭注。香
港疫情之所以爆完一波接一波，職工
盟難辭其咎。

最瘋狂的是，國安法落實後，職
工盟仍不收手。大公報早前踢爆職工
盟繼續放映《理大圍城》等煽暴影
片，放映地點保密，參與者只准 「黃
絲」 ，現場不乏學生，足證職工盟從
未放棄對年輕人的 「洗腦」 ，從未停

止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
借助放映黑暴紀錄片播毒的還有

港大學生會。近年的港大學生會無一
例外是 「獨莊」 ，公然鼓吹 「香港民
族論」 、叫囂 「港獨」 的《學苑》雜
誌，正是港大學生會的刊物。上屆學
生會 「嶸希」 內閣的政綱就公開鼓吹
「港獨」 ，前學生會會長葉芷琳接受

訪問時，揚言 「港獨是香港理想出
路」 ，要探討香港 「主權」 。港大學
生會還濫用公帑在黃媒落廣告，並就
中央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特區政府推
行國家安全日教育等，一再作出攻擊
抹黑，挑戰國家主權安全底線。港大
學生會骨幹被稱為 「隱藏在校園中的
暴 徒 」 ， 葉 芷 琳 獲 封 為 「周 庭 第
二」 ，豈是無因。

外力代理人在國家安全底線邊緣
瘋狂試探，成為香港社會的不穩定因
素，這種情況必須堅決遏止。黎智
英、黃之鋒、周庭等人已經鋃鐺入
獄，但香港仍暗流湧動，維護國家安
全，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