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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隊引入胡椒水發射器制暴徒

警察機動部隊訓練學校警司袁
永康表示，引入 「胡椒水發射器」
是源於2019年開始的黑暴事件，
當時有很多違法者襲擊警方，最終
演變成多宗大規模暴亂，導致很多
交通道路和財產受到破壞，亦有很
多警察和市民遭到襲擊，甚至生命
受到威脅。

袁指出，為迎合前線警務人員
需要，加上參考了海外執法部門，
包括瑞士、美國、德國及日本，警
隊於2020年正式確認 「胡椒水發
射器」 為一款低殺傷力武器，其後
陸續為前線人員提供訓練使用，希
望更加有效處理暴徒。

藍色染料留皮膚30分鐘
袁永康介紹說， 「胡椒水發射

器」 是瑞士製造，槍身為橙色，突
顯它是一支低殺傷力武器，主要用
作近距離向特定目標攻擊，並設有
紅點發射裝置讓前線人員有效地瞄
準，發射的彈藥是胡椒水劑，成分
與警隊使用的胡椒噴劑一樣，都是
辣椒油樹脂，每次入彈後可發射四

次，有效距離可達至七米，沒有穿
透性。

「胡椒水發射器」 率先讓防暴
人員及港島總區衝鋒隊前線人員在
執勤時配備，正確使用能讓警員有
效制服暴徒．胡椒水劑能令皮膚和
黏膜有刺痛反應，除了令黏膜會即
時腫脹、眼睛閉合，如果吸入會引
起咳嗽，皮膚及口鼻有灼熱感，亦
可能會令人有作嘔感覺。胡椒水的
藍色染料會留在指甲、皮膚和衣服
上，效果會於30至45分鐘後消
散，並不會對 「中椒者」 造成永久
傷害。

袁指出，這次實地測試會在本
月17日展開，為期三個月直到明年
1月15日結束，參與單位為港島總
區衝鋒隊，屆時港島四個警區的衝
鋒隊的車輛都會配備一支 「胡椒水
發射器」 。

精準打擊不受風雨影響
被問及為何會揀選港島總區衝

鋒隊使用 「胡椒水發射器」 ，袁永
康表示，港島區多酒吧，其中灣仔

和中區的酒吧經常發生暴力事件，
讓前線警員在處理這類暴力案件時
可用這款新武器，能更有效控制現
場情況；而 「胡椒水發射器」 的優
勢是室內外均可用，不像以往的胡
椒噴劑易受到風雨環境影響，可更
精準地打擊暴徒。

為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黑暴事件，防止暴徒襲擊市
民和警察，警方由瑞士引入一款低殺傷力新武器 「胡椒
水發射器」 。警方將於本月中起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實地
測試計劃，先由港島總區衝鋒隊前線人員配備胡椒水發
射器執勤。

低殺傷力武器 港島總區衝鋒隊率先試用

大公報記者 黃浩輝（文） 突發組（圖）

【大公報訊】壹傳媒創辦人黎
智英涉嫌去年在Twitter發文及接受
海外媒體訪問，乞求外國制裁中
國，被控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串謀作出一項或
一連串傾向並妨礙司法公正的作為
等三罪；連同壹傳媒及已停刊《蘋
果日報》六名前高層，包括前行政
總裁張劍虹、前《蘋果日報》副社
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執行總
編輯林文宗、主筆馮偉光（筆名盧
峯）和楊清奇（筆名李平）共七人
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昨早三宗案
件於西九龍裁判法院進行提訊。

續還押至12‧28
《國安法》指定法官、署理總

裁判官羅德泉應控方申請，將案件

押後至12月28日作第二次提訊日。
以進行交付程序，其間全部被告繼
續還押。

黎智英被控勾結外國或境外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控罪指黎於
2020年7月1日至12月1日期間，在
香港請求外國或境外機構、組織、
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或香港特
別行政區實施制裁、封鎖或其他敵
對行為。

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則指，黎於2020年7
月1日至2021年2月15日期間，在
香港與陳梓華、Mark H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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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串謀作出一

項或一連串傾向並妨礙司法公正的
作為罪，指黎於2020年7月某日至
2020年8月23日期間，在香港與李
宇軒、陳梓華及其他人串謀意圖妨
礙司法公正。

另外六名被告，各被控於2020
年7月1日至2021年4月3日期間（包
括首尾兩日），在香港與蘋果日報
有限公司、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
司、蘋果日報互聯網有限公司
（AD Internet Limited）、黎智英
及其他人一同串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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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控罪提及的三間《蘋果》
公司都有被控告與黎智英等串謀，
控方亦申請將涉及三公司之案件押
後至12月28日再訊。

黎智英及《蘋果》六高層獄中過聖誕 內地研習將納入公僕培訓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公務員事務局向

立法會提交文件，推出新措施加強公務員培訓。在認
識國情方面，當局會安排更多中高級公務員在晉升至
不同階段時，到內地參與切合他們職級的國家事務研
習課程或專題考察團。參與內地課程亦會成為公務員
培訓架構的一部分。當局正與廣東省及深圳市相關單
位緊密聯繫，將 「公務員交流計劃」 擴大至包括內地
大灣區城市，讓香港公務員有機會較深度體驗大灣區
城市的發展。

此外，在高級公務員培訓方面，當局現正與北京
大學共同設計及開辦公共行政管理碩士課程，安排高
級公務員參加，第一屆課程在2022年開課。整個課程
為期兩年，第一年需在北京大學修業。另外，自從
2021年起，公務員事務局資助獲部門提名的高級公務
員，參加清華大學 「高級公共管理碩士香港政務人才
項目」 ，這個資助將會繼續。

至於公務員宣誓方面，現時所有在職的公務員，
包括2020年7月1日前已加入香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
已經簽署聲明。另有129人拒絕簽署，絕大部分已離開
政府。餘下的個案預計會於短期內陸續被終止聘用。

▶ 「胡椒水發
射器」 佩戴在
警員的胸口與
腰 之 間 位 置
（紅圈示）。

掃一掃
有片睇

辣椒油樹脂（OC）
射中人體後反應

•黏膜會即時腫脹

•眼睛閉合

•如吸入會咳嗽

•皮膚及口鼻有灼熱感覺

•可能會作嘔

•胡椒水的藍色染料會留在指甲、
皮膚和衣服上

•效力會於30至45分鐘後開始減退

•不會對被感染人士造成永久影響

資料來源：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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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椒水發射器小資料
（OC Launcher）

生產地：瑞士
性質：近距離指定目標
有效射程：達至7米

彈藥：胡椒水劑（連續四發）
配備單位：所有防暴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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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颱風下菜籃子工程深圳發債反應佳 港債市乘勢而上

龍眠山

人們常用 「海鮮價」 來形容貨品
價格的大幅波動，其實還有一個詞可
與之匹配，就是 「颱風價」 —每逢
打颱風，蔬菜、肉類等價格一定會上
漲。颱風 「獅子山」 剛離開， 「圓
規」 接踵而至，兩個颱風靠得近，市
場上菜肉價格幾乎漲了一倍，部分超
市的貨架更被掃空，這足以反映颱風
影響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

菜肉的售價涉及生產、運輸、批
發、零售等多個環節。菜農因颱風而
損失，物流因颱風而變得不順暢，來
貨成本因此上升，零售價水漲船高。
另一方面，消費者在打風前傾向增加
採購，令供求關係更加失衡，進一步
刺激價格上升。

菜肉價格因颱風而上漲可謂客觀
規律，不同階層市民的感受並不一
樣。中產以上家庭也許未必介意為期
數日的價格波動，但基層就不得不大
破慳囊。今次 「圓規」 導致部分食品
價格上漲近倍，影響不可謂不大。

要維持貨品價格穩定，就必須確

保供應穩定，在這方面政府完全有做
得更好的空間。其實，惡劣天氣從預
警到 「殺到埋身」 有數日的時間差，
足以讓有關部門做好準備，包括提前
增加採購量，在颱風抵達之際投放市
場。貨源供應充足，價格就不會漲得
太離譜，不至於對基層市民構成太大
的經濟負擔。

確保惡劣天氣下的貨品供應，是
城市應急管理的一部分，也是反映政
府管理水平的風向標。內地有所謂
「菜籃子」 工程，每一個地方政府都

會當成大事來辦，即使在去年初武漢
封城抗疫的非常情況下，仍能保障菜
肉供應無虞。換言之，如果 「菜籃
子」 變得昂貴，引發居民吐槽，有關
部門負責人是有可能被問責的。

民生無小事，解決市民 「煩心
事」 是政府的責任。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內地一些好的做法值得香港
借鑒、效法， 「菜籃子」 工程就是其
中之一。

香港債券市場發展獲得新突破，
深圳市政府成功在港發行50億元人民
幣地方政府債券。這標誌着國家金融
雙向開放步伐加快，進一步發揮香港
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功能
與作用，助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香
港金融業發展獲得新動力。

深圳是首個在港發債的內地地方
政府，即使近期歐美股債市場投資氣
氛偏淡，但深圳地方債券仍然獲得近
2.5倍超額認購，市場反應實屬不俗，
顯見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前景投下
信心一票。

今次深圳在港發債可以說打響了
頭炮，預期可產生示範作用，內地地
方政府在港發債或將陸續有來。香港
債券市場可望藉此乘勢而上，打造成
為離岸人民幣地方債融資中心，從而
進一步鞏固與提升集合交易結算、融
資、資產與風險管理於一身的離岸人
民幣樞紐地位。

繼債券南向通、跨境理財通相繼
啟動之後，深圳市政府又落實在港發

債，連串政策舉措顯示國家金融改革
開放、港深金融合作以至粵港澳經濟
一體化發展的戰略穩步推進，同時也
體現國家對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的支持。

其實，深圳在港發債成功令人振
奮，將對香港債券市場發展起着三大
積極推動作用。

一是壯大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
深圳地方債券可進一步豐富現時離岸
人民幣債券市場產品種類，更加吸引
國際投資者使用香港投資平台，配置
人民幣資產，預期現時徘徊在8000多
億元水平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規模將
會顯著擴大。

二是促進綠色債券市場發展。綠
色金融已成為全球疫後經濟復甦重要
的推動力，深圳發行地方債券也包括
了綠色債券，從市場超額認購反應可
知，綠色債券市場發展潛力巨大，將
是香港債市發展重大突破點，未來有
條件發展成為面向大灣區的 「綠色金
融中心」 。

三是進一步完善債市金融基建設
施。近年香港債券市場有長足發展，
予人 「股強債弱」 的感覺正在逐步改
變過來。隨着債券南向通、跨境理財
通等市場互聯互通渠道擴大，加上內
地地方政府在港發債，香港債券市場
迎來了黃金發展期。若要更好抓緊機
遇，還需完善金融基礎設施，特別是
提高債券市場交易透明度，對吸引更
多內外投資者參與、匯聚更多的市場
活水至關重要。

全球加速去美元化，加上中國經
濟增長潛力大，令人民幣債券成為全
球熱捧對象。現時外資對人民幣債券
還處於建倉階段，持有金額僅佔中國
債券市場總值約3%而已，未來存在很
大增長空間。

在國家金融開放、債券市場與國
際接軌步伐不斷提速的大方向下，作
為國家金融先行先試的香港，全力拓
展綠色金融的債券市場將大有可為，
有望成為香港金融業發展新亮點、增
長新引擎。



▲黎智英被控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等罪，繼續還押至年底
再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