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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暴徒圖製彈炸立會
OO記布網三周記布網三周 一試爆即拘十男女一試爆即拘十男女

警方昨日檢獲一批懷疑硝酸鹽，
硝酸鹽是一種氧化劑，可混合雙氧
水和丙酮等化學品製造TATP（熵炸
藥）。有化學專家昨日指出，TATP

全名為Triacetone triperoxide，中文為「三過氧化
三丙酮」，是一種不穩定、容易爆炸的合成物，相
當危險，可處液態及晶體狀。警方指出，只需小量
的TATP炸藥，便足以摧毀一輛汽車。

學者昨日指出，TATP在市面雖無出售，但原
材料可在一般化工原料店及藥房輕易買到，及可
依據網上教授方法，在家中以簡單工具製成，故
很受國際恐怖分子歡迎。一些教人自製炸彈的網
頁，更以「恐怖分子的首選」來介紹TATP。

原料易購 製作簡單 威力甚大
2005 年 7 月 7 日及 21 日，有恐怖分子利用

TATP襲擊倫敦巴士及地鐵，共造成56人死、逾

700人傷。TATP最危險是可溶於有機溶液，恐
怖分子利用此一特點將TATP冒充飲用水帶上飛
機，連機場警犬亦可瞞過，國際間因此索性一律
禁止乘客攜帶液體飲料登機。

香港過往亦曾有學生自製TATP受傷。2009年
3月，一名13歲中一男生在觀塘家中遭TATP炸
至左手兩指血肉模糊。去年10月28日，一名16
歲少年在香港仔警署報案室內，企圖以自製
TATP炸彈炸警署被捕。

學者指出，硝酸鹽其實屬肥料的一種，貯存不
算犯法，而製造TATP的其他主要原料如丙酮及
雙氧水，坊間均能輕易購得，成本只需25元至
30元一支，認為有必要管制，建議特區政府要求
化工原料店，對某些可合成TATP的主要原材料
進行購買登記制度，及要出示證明，如學校實驗
室、工程公司等方可購買，阻止有人將之作不法
用途。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法祖

TATP炸藥易爆 恐怖分子首選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杜法祖、

鍾立）涉嫌串謀製造炸
彈而於昨日被捕的9人，

包括學生、工人、教學助理
及無業人士等，其中一名開電
單車到亞視舊廠房舊址與成員試

爆炸彈的搭棚工
人，曾有「藏有爆炸
品」前科。在西貢寓所
被捕的混血青年，剛在外國完成
學業回港，家藏「V煞」面具及
可製造「TATP」炸藥的化工原
料。
據警方消息稱，在西貢寓所被

捕的混血青年，中文譯名為彭×
烈，與父母及年約12歲的弟弟
同住西貢對面海村其中一幢3層
高丁屋的2樓單位。昨日凌晨3
時45分，他被「O記」探員上門
拘捕，探員並檢獲大批證物，包
括兩樽約2公升的液態化工原
料、「V煞」面具及一疊印有社
民連標誌及「對準政權」字樣的

宣傳單張。
鄰居表示，上址屬自置

物業，住有外籍戶主、其華裔妻
子及他們兩名兒子，被捕的混血
青年於數月前才在外國完成學業
回港。
至於該疊宣傳單張，據悉今年

6月4日已在網上流傳，以男童
肖友懷事件作主題，並以「贏了
謾罵輸掉道德值得嗎？」為大標
題，呼籲「放過小孩！不向弱者
抽刀」，以及應「對準政權」，
下款則是社民連標誌。不過，社
民連同日在 facebook 專頁發聲
明，稱有關單張非該組織製作，
並謂造謠者冒認社民連製作假單
張。

搭棚工手機貯製彈方程式
在亞視舊廠房被捕的其中一名

男子，其停在廠房外的電單車亦
被警方扣留，該車登記車主姓
鄭，家住上水金錢村，是搭棚工
人，曾因藏有爆炸品被捕。據
悉，警方亦在其手機內發現貯存
有製造煙霧彈的方程式。據村民
表示，鄭在幾個月前因電單車失
事養傷至今，前晚深夜曾有探員
將其女友蒙頭押返村內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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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
鍾立）消息稱，有昨日被捕者供
稱是鼓吹「港獨」、主張暴力的
「全國獨立黨」網上群組的成
員。該群組曾在本月1日在其社交
網站發出「警告」稱：「倘若617
通過政改表決，香港人要有心理
準備當天會有傷亡……立會將會
變成第二個烏克蘭廢墟。」在有
關人等被捕後，該「全國獨立
黨」的群組已刪除了大部分鼓吹
「港獨」和涉及暴力的貼文，其
後更被移除。
消息說，有昨日被捕者聲稱自

己是「全國獨立黨」的成員。據
了解，警方已留意了「全國獨立
黨」組織超過一個月。「全國獨
立黨」facebook專頁顯示，專頁
於今年1月15日建立，至今有逾
300人讚好，對上一次更新是本月
11日，但昨晚該專頁已被移除。
該專頁稱，該黨「從不奪取光

環」功績、從不開名，在往後的
日子也會一直保持隱形，匿名進
行各種革命活動，又說幾次「反
水貨客」的「光復行動」都有人
身在其中，就是要有「效果」。
該專頁曾發文稱，所有討論香港

人的文化與定位都是浪費時間，應
響應網民號召，「光復港大、上
水、屯門」，更稱「光復」可以
「出師正名」，捍衛本土，更有資
格成為香港的主人。該篇文章更
稱，實事求是，決斷如流，才是
「獨立建國」的氣勢云云。

叫囂通過政改會有傷亡
「全國獨立黨」又在專頁上分

享外國示威片段 ，稱「這就是抗
爭的標準」，「各位勇士要隨時
準備」，又以外國片段發出題為
「打交基本課」的文章，教人如
何表面勸交，實際是「幫拖」，
有多達逾175萬人次瀏覽。
專頁上月曾發文稱，會致力把

台灣與香港的「台獨」、「港
獨」派別組織連結在一起，形成
一幫新的「獨立勢力」，更在本
月1日發出「警告」稱：「倘若
617通過政改表決，香港人要有心
理準備當天會有傷亡……立會將
會變成第二個烏克蘭廢墟。」
「全國獨立黨」又說，別以為購
買新武器就可以對付示威者，只
會適得其反，下場就和國外一
樣，「燒烤」解決。

「全國獨立黨」主張暴力「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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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聶曉輝聶曉輝、、劉劉

友光友光、、杜法祖杜法祖））20172017年特首普選方年特首普選方

案表決在即案表決在即，，立法會可能已成為了激立法會可能已成為了激

進本土派組織暴徒炸彈攻擊的目標進本土派組織暴徒炸彈攻擊的目標！！

警方前晚深夜在西貢等多個地方採取警方前晚深夜在西貢等多個地方採取

行動行動，，搜獲大批可製造炸藥的化學物搜獲大批可製造炸藥的化學物

品及品及66支懷疑改裝氣槍支懷疑改裝氣槍，，並以涉嫌並以涉嫌

「「串謀製造炸彈串謀製造炸彈」」拘捕年齡介乎拘捕年齡介乎2121

歲至歲至3434歲的五男四女歲的五男四女，，下午再在羅下午再在羅

潮管制站拘捕一名潮管制站拘捕一名5858歲陳姓男子歲陳姓男子，，

又在傍晚於馬鞍山搗破懷疑又在傍晚於馬鞍山搗破懷疑「「炸藥炸藥

庫庫」。」。有被捕者聲稱隸屬本土派組織有被捕者聲稱隸屬本土派組織

「「全國獨立黨全國獨立黨」，」，警方相信部分屬該警方相信部分屬該

組織的骨幹成員組織的骨幹成員。。行動中並搜獲標示行動中並搜獲標示

灣仔灣仔、、金鐘及有金鐘及有「「炸藥庫炸藥庫」」字樣的地字樣的地

圖圖，，警方不排除有人於立法會表決方警方不排除有人於立法會表決方

案前後採取激烈行動案前後採取激烈行動。。

警方檢獲的部分武器及證物警方檢獲的部分武器及證物
■■ 數公斤固體化工原料及數公斤固體化工原料及55公斤液體化工原料公斤液體化工原料
■■ 33樽約樽約22公升用作製造三過氧化三丙酮公升用作製造三過氧化三丙酮(TATP)(TATP)
的液體原料及不明數量的鋁粉的液體原料及不明數量的鋁粉、、硫磺粉硫磺粉、、黑色黑色
粉末粉末

■■ 引爆器引爆器
■■ 66支懷疑改裝氣槍支懷疑改裝氣槍，，包括包括MM44卡賓槍卡賓槍、、衝鋒槍衝鋒槍
及左輪手槍及左輪手槍

■■ 標有標有「「灣仔灣仔」、「」、「金鐘金鐘」」及及「「炸藥庫炸藥庫」」字樣的字樣的
地圖地圖

■■ 內貯爆炸品裝置圖的平板電腦及貯有製造煙霧內貯爆炸品裝置圖的平板電腦及貯有製造煙霧
彈方程式的智能電話彈方程式的智能電話

■■ 33個個「「VV煞煞」」面具面具
■■ 一疊有關男童肖友懷的一疊有關男童肖友懷的「「對準政權對準政權」」宣傳單張宣傳單張
■■ 其他其他：：點火器點火器、、天拿水天拿水、、喉管喉管、、信管信管、、銅線銅線
圈圈、、一次性注射管一次性注射管、、電子磅電子磅、、水泵水泵、、手套手套、、電電
腦腦、、33DD打印機及洋酒等打印機及洋酒等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警務處警務處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聶曉輝、、杜法祖杜法祖

被捕者起底

■「全國獨立黨」群組叫囂要
用「火攻」(紅圈)。

■「全國獨立黨」群組主張
「台獨」、「港獨」合流。

■O■O記在濤苑拘記在濤苑拘
捕的混血青年疑捕的混血青年疑
是是 「「 全 國 獨 立全 國 獨 立
黨黨」」成員成員。。

■■在混血青年寓所中搜出兩在混血青年寓所中搜出兩樽樽
「「TATPTATP」」、、「「VV煞煞」」面具等面具等。。

■■警方在記者會上展示大量武器警方在記者會上展示大量武器
及製作炸彈的材料及製作炸彈的材料。。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馬鞍山郊野公園附近的荒廢石屋馬鞍山郊野公園附近的荒廢石屋

疑是疑是「「炸藥庫炸藥庫」，」，探員連夜搜查探員連夜搜查。。

■■在試爆在試爆
炸彈現場炸彈現場
搜獲包括搜獲包括
有仿製長有仿製長
槍槍、、遙控遙控
器及化學器及化學
物品等物品等。。

■O■O記在試爆炸彈現場搜獲的證物記在試爆炸彈現場搜獲的證物。。

警方昨日在記者會表示，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
調查科（俗稱「O記」）前日傍晚在西貢蠔

涌亞視舊廠房，發現兩名男子攜同化學材料作引
爆測試，於是立即拘捕兩人，並在現場發現煙霧
及搜獲一批化學物品，爆炸品處理組人員其後即
場引爆部分化學物品。

檢炸彈原料 6支疑似改裝氣槍
警方並在一名被捕者家中，搜獲可製造高爆炸

性炸藥「三過氧化三丙酮」（TATP） 的化學原
料，並在另一名被捕者的手機中，發現貯存有製
造煙霧彈的化學程式。
警方其後再在不同地點拘捕另外三男四女，又

將其中一名疑犯押回位於西貢康健路的寓所搜
查，當中有人聲稱隸屬於一個本地激進組織。警
方在行動中亦檢獲大批證物，包括用以製造
TATP的數公斤固體及5公升液體化工原料、6支
懷疑改裝氣槍包括M4卡賓槍及台灣製的左輪手
槍、貯存有爆炸品裝置圖的平板電腦、引爆器
等。搜證工作仍在繼續，槍支則交由槍械專家測
試其殺傷力，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消息稱，被捕者當中多人已承認是一個去年底

至今年初成立、名為「全國獨立黨」的骨幹成員
（見另稿），有人更有藏有爆炸品案底。據知被
捕者將不准保釋，扣查滿48小時後即時被起訴，
警方料明日向法庭申請繼續羈押疑犯。
據了解，警方在三周前接獲情報，指一個激進

的本土派組織或會在本周立法會表決普選方案期
間搞事，更可能涉及使用爆炸品，隨即展開調
查，並於前晚跟蹤兩名目標男子到達西貢蠔涌路
亞視舊廠房，目睹兩人混合一批化學原料並進行
引爆測試後展開拘捕行動。

地圖標示「金鐘」「炸藥庫」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昨晨在廠房內檢走一批相信
用作製造炸彈的白色粉末及啡色液體。為確保現
場再無爆炸品，數十名機動部隊警員聯同警方重
點搜查組人員，以及兩隻搜索犬昨日下午到場徹
底搜查，證實再無可疑品後撤走。
O記總警司區展秋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
TATP極不穩定，隨時有爆炸風險，只需小部分
已足以摧毀一輛汽車。他又表示，警方在行動中
亦檢獲到標示「灣仔」、「金鐘」及「炸藥庫」
字樣的地圖等，但不肯透露「炸藥庫」的位置，

只稱有信心在抽絲剝繭後，可找出正確位置。

夜搜「炸藥庫」檢鋁粉硫磺粉
昨日傍晚6時許，大批警員前往馬鞍山上村及

荒廢礦場一帶搜索，發現懷疑屬地圖標示的「炸
藥庫」。該個「炸藥庫」位於馬鞍山郊野公園附
近一間荒廢石屋中。消息稱，警方在屋內一個膠
桶發現藏有已包好的銀灰色鋁粉、黃色的硫磺粉
末及一些黑色粉末，但數量未明，由爆炸品處理
課專家確定安全後，交予探員檢走。另石屋內有
煮食用品、罐頭及天拿水等。
政改方案表決在即，被檢獲的地圖更標示「灣

仔」及「金鐘」等地，區展秋不排除立法會或已
成為暴徒的攻擊目標，亦不排除已有炸彈流出工
場，只強調「警方會根據情報採取行動」。針對
未來數天立法會外的大型集會活動，區展秋稱警
方會一如既往，根據風險評估作適當警力部署。
他呼籲參與公眾活動的人必須守法，不要受滋事
分子教唆或利用，作出一些暴力或激烈的行為。
區展秋又說，近年同類案件較罕見，但重申警方

絕不會容忍及姑息任何破壞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
全的行為，定會採取果斷行動，恢復社會秩序。他
又提醒市民，製造或串謀製造炸彈均屬非常嚴重的
罪行。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五十四條，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為監禁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