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執達主任昨日到彌敦道準備執行法庭命令之
時，「佔領」者本打算以武力對抗，並未有撤退
的意圖，但在警方應執達主任要求協助清障後，
由於警戒線快速向前推進，「佔領」者明知無力
對抗，因此亦馬上改變策略，大規模撤走物資，
以圖減少損失。

在執達主任進入「佔領區」宣布將執行法庭命
令，清理障礙物之時，部分「佔領」者聲言不會
退縮，並馬上穿起個人防衛裝備，準備死守「佔
領區」。雖然有部分較溫和的示威者已表明不會
與執達主任及警方對抗，並馬上收拾物資，但卻
被其他示威者叫停，又被指罵「驚死」、「無
Guts」等，惟那些較溫和的示威者未有理會，默默
地收拾個人物品離場。

警戒線進迫「佔領軍」逃竄
不過，當警方應執達主任要求協助清障後，由

於行動極為快速，加上很多早前揚言會對抗、全
副武裝的示威者最後亦向後逃跑，完全沒有兌現
當初揚言「打架我最叻」的「承諾」，因此很多
留守在物資站的示威者眼見警方的警戒線已不斷
向前進迫，加上「眾叛親離」下，馬上呼籲其他
「佔領」者幫忙，將物資向油麻地方向搬離。

有相信是負責管理物資的示威者急於撤離，要
求前來幫忙的示威者，只需搬走如雨傘、頭盔等
防護品，而食物、飲品及傳單則要放棄。同時，
部分相信是「人民力量」成員的示威者，將小量

標註了「人民力量」的膠卡板製造新路障希望拖
延時間，同時又將餘下的膠卡板搬離，並聲稱
「留返來之後再玩過」。

物資轉移金鐘 兩男遭扣查
「佔領」者將部分物資運送到附近的麥花臣球

場，但卻無人看守，亦無人認領，警方和食環署
職員最後將物資運走，據悉部分最終運到垃圾
站。不過，有「佔旺」示威者將物資運送到金鐘
「佔領區」，其中兩名分別為22歲及30歲的男
子，以一輛中型貨車搬運物資到金鐘「佔領區」
時，因涉嫌藏有工具作非法用途而被扣查。

警察交通總部高級警司李國忠表示，警方在分
域碼頭街附近截獲一輛輕型貨車，載有大量頭
盔、眼罩、手套、安全帽等，試圖運送至金鐘
「佔領區」一帶。他重申，警方不會容許任何試
圖運送物資進入非法「佔領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連嘉妮、陳敏婷

「佔」者慌撤物資 急急腳轉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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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拘黃之鋒岑敖暉
涉藐視法庭 刑事毀壞 妨礙公務 兩日148人被捕

警方昨日早上在執達主任的要求
下，協助執達主任清理旺角彌敦道
的障礙物，行動由機動部隊校長歐
陽照剛擔任總指揮，過程不但快速
順利，而且衝突情況亦極少。由約
上午十時起開始的行動，最終僅花
了約兩小時，彌敦道「佔領區」的
示威者已全部撤離，而下午一時
多，警方已成功開通南行方向的其
中一條行車線。

親臨「佔區」高台督陣
穿上深藍色制服，全副裝備的機
動部隊成員，在上午約十時到達
「佔領區」近亞皆老街位置，然後
向南往油麻地方向推進。在前線機
動部隊向前推進的同時，後方亦見

到總指揮歐陽照剛，站在黃色移動
高台上，一直指揮整個執法過程。
歐陽照剛將整條彌敦道的「佔領
區」分開南行和北行兩組，以「左
邊」、「右邊」指揮不同組別的同
事，指揮他們「向前」、「停
止」、「加速」等。由於他身處高
位，可以清楚看到南行和北行線的
示威者，及身後是否有障礙物，如
有的話即馬上叫停該組的同事，給
予時間予示威者及傳媒向後退。
在情況許可下，歐陽Sir又會指
揮同事繼續向前進迫，令執法過程
能在安全情況下以全速進行。他亦
會留意左、右兩方的前進速度，以
確保兩組人都能「並排而上」，形
成接近一條直線的警戒線。

恐記者絆倒 即叫停警員
除了歐陽照剛在移動高台進行指

揮外，在每組機動部隊警員中，另
有至少兩個負責「傳媒聯絡」的警
員協調傳媒採訪工作。他們主要處
理在前線拍攝的平面媒體攝記以及
電視台攝影師所面對的問題，減少
機動部隊與新聞工作者衝突的可
能。例如在警戒線準備向前推時，
負責「傳媒聯絡」的警員會先提醒
新聞工作者先預留一米距離，令他
們有心理準備；亦會在例如「纏咪
線」的情況下，馬上叫停
機動部隊隊員，以免有記
者絆倒。
■香港文匯報記者連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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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昨日協助清除彌敦道路障行動中明顯加強
警力，於昨晨7時半已駐紮大量警員，附近

更停泊10多輛警車，方便隨時增援。約8時，代
表的士業界申請禁制令的律師鄺家賢聯同約30名
業界人士抵達現場。

清障受阻礙 警迅速協助
上午8時半，代表律師在執達主任陪同下，到

匯豐銀行對出位置，介乎亞皆老街及彌敦道交界
的路障前宣讀法庭禁令，要求「佔領」者帶同私
人物品在30分鐘內離去，否則將考慮要求警方協
助清場。律師隨後在禁制區內多個地點宣讀禁
令，但受到黃之鋒等示威者阻擋，要求解釋「人
是否雜物」及清場的法律理據等。律師及執達團
隊其後再轉往登打士街，繼續宣讀禁令。
9時20分，申請禁制令團體有所行動，近百名
陸路交通運輸業大聯盟成員，頭戴紅帽身穿白色
「我愛香港」的汗衣，乘坐大型旅巴抵達現場清
拆障礙物。但因行動受示威者阻礙，警方迅即介
入協助，並先後發出兩次警告，要求在場者不要
阻礙執行法庭禁令。同時，大批防暴隊全副武裝
上場，配備頭盔、眼罩及硬塑膠手套，警告會以
藐視法庭及妨礙公職人員等罪名，以最低武力進
行拘捕。
不過，現場示威者未有因此冷靜下來，同一時
間衝擊火頭處處，大批示威者被警方拖出鐵馬後
緊按在地，繫上索帶並帶走。「學民思潮」召集
人黃之鋒在10時19分被拘捕，而學聯副秘書長岑
敖暉亦在10時21分被捕。

幾經拉鋸戰「佔區」終通車
因場面有失控之勢，警方於10時26分宣布將進
一步提升武力，並不排除使用催淚水劑。同時，
警方亦由亞皆老街向油麻地方向推進，部分示威
者更急忙組成人鏈運走場內物資。
10時50分，警方已逼近山東街位置，示威者將

回收得來的膠卡板集中，企圖即時重組防線，警
方見狀即時發出最終警告（Final Warning），
並於11時07分抵達「關公廟」位置，在逼退示威
者後再由食環署人員拆除障礙物。
警方防線向前進逼，至11時45分已越過信和中
心抵達登打士街與彌敦道路口。警方同時封鎖兩
旁行人路，安排「夾車」將場內垃圾清走。律師
團體及執達主任於中午12時35分離去，警方先後
在下午1時15分及1時45分，重新開通彌敦道南
行線及北行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執達主任
連續第二日到旺角執行法庭禁制令都爆發
衝突。成功申請法庭禁制令的的士業團
體昨晨到彌敦道清除障礙物。其間，執
達主任多次受到「佔領」者阻撓，需由
警方介入協助，但仍不停遭到示威者衝
擊。警方採取行動，以涉嫌藐視法庭、
刑事毀壞，及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拘
捕超過20人，包括「學民思潮」召集人
黃之鋒及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等。整個
清除障礙物行動約於中午結束，彌敦道
南行線及北行線亦先後於下午1時15分
及1時45分重新開通。警方指，截至昨日
下午，兩日行動共拘148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經過兩日的清障
行動後，警方
在昨下午3時許
重開彌敦道，
部分受影響而
關閉逾月的店
舖終於重開，
有金行更在門
外貼上「慶祝
重見天日」的
標語，並計劃
打折促銷指定
貨品，追回之前損失的生意。不少商戶都指這「佔領」這60
日相當難捱，期望不會再次發生。

珠寶店生意少七成
「生福珠寶」旺角分行在門外貼上「慶祝重見天日」的標語，

並計劃打折促銷指定貨品，追回之前損失的生意。副經理許冠運
表示，「佔領」行動期間，生意已比平日少70%，一個月少達60
萬元毛利，市民消費意慾大減。他對警方昨日開通彌敦道感到開
心， 雖然昨日人流未見增加，但已感受到巿民心情比清場前輕
鬆。他又認為，警方今次清場較「佔領」行動初期更為徹底，故
不擔心有重佔道路情況發生。

報紙檔盼營業回升
另外，在砵蘭街經營報紙檔的吳小姐表示，前日警方與示威者

正正在她的報紙檔前對峙，當時她感到很驚慌。「示威者就在警
察面前係咁挑釁，我好擔心會有咩事發生，好擔心自己嘅人身安
全。」吳小姐指混亂令她損失數百元的貨物，自己亦要提早5小時
收舖，前日損失一半以上的生意額。吳小姐續說，「佔領」期
間，生意額大跌三成，認為警方清場是一件好事，生意額可以回
升，自己亦不用再擔驚受怕。
位於亞皆老街和砵蘭街交界的小食店員工劉小姐亦指，平日

店舖都會營業至凌晨三四點，但前日警方清理亞皆老街後，店
舖被大量示威者包圍，加上警方之後將附近圍封，下午2時起
已不能做生意，到7時多更被迫提早收舖。她認為，前日情況
實在太混亂，警方清場總是好事。她又希望當局可幫助小商
户，甚至可提供補償。

苦熬60晝夜 商戶慶「重見天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多條原本受
堵路影響的巴士線昨日都恢復原來服務。
九巴昨日表示，所有行走彌敦道及亞皆老
街的九巴巴士線，會陸續恢復行駛。新巴
城巴8條經營的路線，及12條與九巴聯營
的過海路線，亦已完成將站牌重置原位。
不少乘客都對此表示歡迎，指「唔使行咁
多冤枉路」。
乘客劉先生表示，「佔領」行動60日，

自己都未曾到旺角一次，因為沒有巴士能到
達旺角，而自己行動不便，搭地鐵要「上上
落落」很辛苦。當他知道旺角巴士線恢復行
駛，馬上約居於旺角的朋友一聚。
另一名乘客黃女士亦感到十分開心，她

指「佔領」期間都要起碼早半小時出門，
因為擔心會塞車、遲到。她很感謝警方可
以在短短數小時令彌敦道回復暢通，又十
分讚賞巴士公司能迅速恢復原來服務。

巴士通行 市民歡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執達主任在
警方的協助下，完成清理所有彌敦道上的
障礙物，彌敦道昨日下午3時許終於恢復
全面通車。在通車一刻，不少途人歡呼
鼓掌，他們都表示對彌敦道重新通車感
到十分開心，認為社會終於可以回復應
有的秩序。有市民又感謝警方在「佔
領」期間所付出的努力，並讚揚他們連
日來的專業表現。

「恢復社會秩序大快人心」
居住荃灣的裝修工人何先生支持警方執

法，故昨晨特意到清場地點撐警隊。他形
容，警方清理路障，令彌敦道得以重開，
恢復昔日交通順暢，實在大快人心。他
說，示威者要表達意見可以到公園等地
方，不應堵塞道路。
在旺角居住的鄧小姐對彌敦道重新通車

感到非常興奮，「好開心，恢復返社會秩
序，治安應該會好返好多。」鄧小姐指，

「佔領」對她的生活造成很多不便。她
說，「佔領」期間，80多歲的母親都難以
到廣華醫院覆診，「無車去到，我唯有用
輪椅推佢去。」
她坦言，自己工作的餐廳生意大跌三
成，預計加人工、出花紅等希望都會落
空，而餐廳原本人手不足，現在亦暫停請
人，並呼籲有參與過「佔領」行動的反對
派立法會議員應速速自首，不要再視香港
的法治如無物。

痛斥「有事搵警無事罵警」
市民黎先生感謝警方在「佔領」期間所
付出的努力。他指自己居於屯門，但「佔
領」期間，自己每天都會到旺角支持警
方。他讚揚警方連日來都表現得十分專
業，「我日日落旺角都見到示威者不斷挑
釁、用粗口辱罵警察，但警察一直都好忍
耐。」黎生又批評，示威者「有事就搵警
察，無事就罵警察」的行為相當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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