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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斥各界斥「「恐怖襲擊恐怖襲擊」」喪心病狂喪心病狂
促警追查到底促警追查到底 揪出激進分子揪出激進分子「「黑手黑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自明）在立法會審議及表決特區政府提交

的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前夕，警方偵破了一宗激進分子涉嫌製作爆炸品案，不

排除有人企圖在立法會表決期間發動「恐怖襲擊」。香港各界人士強烈譴責有

關人等，並批評反對派議員的包庇，令這些激進分子無視法紀，行為愈來愈出

軌。他們相信西貢蠔涌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要求立法會加強保安，警方更要追

查到底，揪出所有涉事者，杜絕再有同類事件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2017年特首
普選方案將於明日在立法會審議、表決，立
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昨日通過提升連串保安
安排，會後宣布提升 13項保安措施（見
表）。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表示，有需要
提升立法會大樓的安保措施，若警方調查涉
嫌串謀製造炸彈案，顯示與立法會表決政改
方案有關連，行管會將考慮進一步加強保
安。在立法會會議期間，一旦周圍發生衝擊
行為時，不排除會邀請警方協助。

曾鈺成：必要時由警協助
曾鈺成昨日下午在行政管理委員會會議後表
示，行管會於上午舉行會議，商討提升多項保
安措施。他說，自昨日開始，無論支持與反對
政改方案的民間團體都宣布將會發起遊行、集
會等活動，無論警方、立法會、公眾都感到擔
憂，擔心當日可能會發生大規模的衝突。
他指出，立法會秘書處將因應實際的情
況，發出黃色或紅色警示，當有必要時，就
會尋求警方協助。有關措施獲得行管會成員
一致同意，包括限制議員職員的人數，及活
動範圍等內容，只是有個別議員持不同的意

見，但經過討論後，最終亦同意有關安排。
曾鈺成強調，「寧可過分謹慎，也不可掉

以輕心。」他認為，屆時大量人群在大樓外
聚集，情緒高漲，秘書處將會考慮警方、執
法人員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決定是否需要採
取進一步的行動。
曾鈺成解釋，「有些情況可能表面上未必

看到，而警方和有關當局掌握了資料，如果
他們提出這樣的警告，立法會也會考慮提出
警示。」他強調，警務人員協助維持大樓的
秩序和安全，絕非標誌什麼破壞議會的獨立
性或「三權分立」，「如果連會議都不能按
照安排順利進行，議員都不能順利出入大
樓，講獨立性和尊嚴只會是空話。」
他重申，秘書處的編制並無考慮需要應付大

規模的結集人群或潛在發生的激烈行為，「外
國議會自己有武裝保安隊伍，負責議會內秩序
和安全。」但香港立法會並沒有保安隊伍，故
一旦周圍發生衝擊行為時須邀請警方協助。
他強調，秘書處有一套清楚的程序，即先
諮詢行管會主席和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的意
見才會讓警隊進入，而讓多少人進入，如何
進入，進入之後如何布防等，具有清楚的規

定，故不存在警員未經許可就進入立法會布
防的情況，也不存在警員由政總到立法會的
秘密通道。早前有傳媒拍攝的「秘道」，是
屬於特區政府總部範圍。

「製彈案」倘涉政改 研加強保安
被問及警方昨日在西貢「製造炸彈案」共

拘捕10人，懷疑他們製造炸彈，計劃在政改
表決期間擾亂社會秩序，曾鈺成指出，若發
現警方調查的涉嫌串謀製造炸彈案，與立法
會表決普選方案有關連，行管會會考慮是否
需要進一步加強保安。

立會13招護表決 安保或再「升呢」
立會明天至周五採特別保安措施
1. 暫停立法會大樓內所有教育導賞

團
2. 公共申訴辦事處、立法會圖書館、

檔案館、兒童學習室等服務均暫停
3. 餐廳暫停開放
4. 立法會議員入口、大堂、議員入口

升降機，只供議員、出席會議的官
員、秘書處職員使用

5. 五樓樓層，除了議員活動室之外，
咖啡閣和所有會客室均關閉

6. 立法會秘書處職員，包括所有實習
生，在這3天內留在家中工作，毋須
返回大樓

7. 周三（17日）午夜12時開始，停止
接待議員的訪客，包括在議員辦公
室的實習生，若已經進入大樓者，
必須在17日午夜零時前離開大樓，
直到19日（周五）為止，大樓內不
會有任何訪客

8. 每位議員最多只能有5名職員在大樓
內辦公

9. 如有議員需要更多職員在大樓內，
須向行管會提出，行管會諮詢秘書
處、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是否同意

10. 特區政府亦須向立法會提供政府人
員名單，包括由明天（周三）至周
五將到大樓工作的政府人員數目和
名單

11. 議員的職員只能進入所屬議員辦公
室的樓層。如須送遞文件等工作，
只能交到大堂設立的服務中心，秘
書處會安排職員即時送達

12. 鑑於大樓四周的汽車通道可能會被
阻塞，勸諭議員們盡量避免自駕車
輛返回大樓停車場；如果有司機接
送的話，車輛留在停車場內，而司
機須回到所屬議員的樓層，不能留
在停車場內

13. 立法會秘書處會安排交通工具，接
送議員前往或離開綜合大樓

資料來源：立法會
製表：記者 鄭治祖

蔡毅：譴責暴行 盼加強保安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昨日被問及有
關問題時強調，香港是法治的社會，該會支持
警方嚴正執法，維持香港治安，「我們嚴正譴
責暴力行為。任何人表達意見都要和平理性，
希望香港警方在立法會表決特首普選方案時加
強巡邏。我們再三呼籲『泛民』議員以香港利
益為依歸，不要綑綁否決政改方案，而是自主
投下重要的一票，支持香港如期實現普選。」

陳鑑林質疑反對派「裡應外合」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質疑，反對派議員
與該批激進分子涉嫌互相勾結，圖在議會「裡應
外合」，而該批人的作風愈來愈猖獗，所為令人
震驚。他相信，蠔涌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並促請
警方盡快採取行動，揪出所有涉事者。

陳恒鑌：包庇護短「拆穿」真面目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該批激進分
子所行可謂喪心病狂，但反對派議員不但沒有譴
責，反而繼續護短、包庇，可謂居心叵測。香港
市民應該擦亮眼睛，看清楚反對派的真面目。年
輕人也要想清楚，有關人等是否別有用心，試圖
利用他們作為「政治武器」。

葛珮帆：衝突恐一觸即發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對是次事件提出最
強烈的譴責。她指出，立法會議員不應該受任何
威脅或恐嚇，任何人企圖以暴力手段令議員改變
投票取向，都是不文明的野蠻所為。她相信，香
港市民絕對不會容忍此等暴力恐怖手段，並促請
警方盡快完成調查，繼續打擊非法活動。
她說：「政改投票在即，未來幾天將有不同立
場的羣眾到達立法會表達意見，衝突可能一觸即
發，呼籲市民以最文明守法的態度參與，避免發
生衝突，保障各參與者及執法人員的安全。」

林健鋒：市民不認同存心破壞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指出，激進團體存心破
壞和衝擊立法會，相信廣大市民均都不會認同
的，他希望有關人等能夠保持和平理性，並促
請立法會應盡快邀請警方進入立會部署，以確
保出席會議者的安全。

王國興促清帳幕 根絕爆炸品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對警方迅速採取拘

捕行動表示歡迎。他認為，是次事件反映出所
謂「本土派」正預謀「驚天大陰謀」，破壞立
法會會議，甚至傷害集會人士，令人擔心會演
變成國際性事件，引發連串暴力。他呼籲警方
盡快輯拿幕後主腦，又要求警方立即清理立法
會大樓外的帳幕，防止有人利用帳幕隱藏槍械
或爆炸品。

麥美娟籲保安小心處理示威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就呼籲，立法會保

安也應顧及自身安全，在處理示威時也要顧
及自己的安全，以免造成任何流血事件。

姚思榮：「和平示威」淪不理智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形容，是次事件

證明反對派掛在口邊的「和平示威」只是
「一廂情願」，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他批
評，激進示威者愈來愈暴力，已到達了不理

智的地步。若這種破
壞社會的行為持續出
現，將會對香港經
濟、民生、社會等造
成嚴重的打擊，當局
不容忽視。

顏汶羽：盼各界理性判斷是非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強調，香港不能助

長暴力和激進的歪風，激進組織私藏危險品
更是不能接受。他讚揚警方及時破獲炸藥
庫，保持社會的和平有序，「香港是講道理
的文明地方，但反對派不斷以抹黑及暴力手
段橫行，期盼社會各界理性務實判斷是
非。」

林耀文：要脅否決 法治不容
港島各界聯合會社會事務委員會主任林耀文

批評，反對派日前發動政改遊行，竟稱若反對派
轉軚支持政改，就會發動激烈衝擊，這是很可怕
的事，「我不清楚爆炸品是否與反對派有關。但
若以暴力行動保證否決政改，是很可怕的事，不
可能出現於法治社會。」

近年香港社會氣氛出現重大
變化，以住反對派所謂「邊傾邊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溫和策略已
不復再，而以年輕、新一代作賣點的激進組織在近兩年火速冒起，且愈來
愈出位、愈來愈暴力，所影響的人已由官員，擴展至普羅大眾，對社會構
成重大的威脅。

打「本土」「港獨」旗幟 四處生事
除了較低調的「全國獨立黨」外，高調的如「熱血公民」、「本土民主

前線」、「香港人優先」，及「香港本土力量」、「北區水貨客關注
組」、「蘭花系」、「真心愛國愛黨聯盟」、「勇武前線」，都多次鼓吹
暴力甚至涉嫌違法行為。他們打着「本土」甚至「港獨」旗幟，實際四處
生事，暴力亂港。

「本土民主前線」黃台仰及鄭錦滿，本月上旬已經在網台節目上囂張
稱，會在政改表決時採取「激烈抗爭」行動，包括拋擲「燃燒物品」。
「蘭花系」成員則涉嫌於早前在網上節目散播「殺警」言論，及要對支持
警方執法的專欄作家屈穎妍「滅門」而被捕。「香港人優先」成員，包括
招顯聰，則曾在2013年擅闖位於中環的解放軍駐港部隊軍營而被判罪成。

煽屯門元朗辱客 害商舖落閘
「熱血公民」及「本土民主前線」則有份策動及參與多次所謂的「反水

貨客」活動，曾發起到上水、元朗、屯門、沙田等地鬧事，其成員更肆意
辱罵內地遊客，及衝擊商場商舖。

他們在早前的「屯門大戰」，不但在商場及街頭搞破壞，向包括本地人
及旅客踢篋、拍打及腳踢途人、查看途人攜帶物品，阻止巴士行駛，有女
孩更被嚇至嚎哭。而3月「元朗大戰」，他們多次挑釁內地客及當區居
民，並帶備攻擊性武器，包括利刀、螺絲批及自製疑似辣油噴劑等，有預
謀地滋擾店舖及衝出馬路，令區內秩序大亂，壽富街一帶至少30間店舖需
落閘關門，警方亦需多次施放胡椒噴劑控制場面。「北區水貨客關注組」
則是另一「反水貨客」活動的常客，經常借「反水貨客」名義到處搞事。

搞「鳩嗚」圖再「佔」騷擾跨境生
這些激進分子也長時間在旺角、尖沙咀、銅鑼灣等地，大玩「鳩嗚團」，不時假借

跌錢、尋人等理由，站在過路處聚集，企圖再「佔領」街頭。當有「同事」（同伴）
因涉嫌違法被捕，他們即馬上包圍警署，更在行人路拖出垃圾桶、回收箱等阻街，令
車輛無法通過道路。

「真心愛國愛黨聯盟」則以「愛國買國貨」作包裝，沿途高唱國歌、紅歌，又高
叫「愛祖國用國貨」口號，更到多間店舖門外高聲叫囂指罵，阻礙店舖做生意。

除了騷擾旅客外，他們也會「搞學生」。在6月初，「熱血公民」及「香港本土力
量」等「本土派」，到作為跨境校網派位中心的上水佛教正慧小學門外抗議，拉着
語帶歧視及侮辱的「蝗童返大陸」、「雙非返大陸 港童有書讀」的橫額，並以擴音
器叫囂搗亂。

在5月發生的「懷仔」事件中，「香港本土力量」和「熱血公民」接連兩日發動網
絡欺凌攻勢，如將「懷仔」甚至部分孔教學院大成小學的學生「起底」；「勇武前
線」亦在網上發起，到「懷仔」位於觀塘順利邨寓所「探訪」，試圖
騷擾「懷仔」。他們更煽動網民包圍立法會議員陳婉嫻的辦事處、衝
擊準備安排「懷仔」面試的大成小學，其間一名小女生雖在校外，亦

被示威者的行動嚇至痛哭。 ■記者 連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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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反對派聲稱
要發動10萬人圍堵立法會大樓，警方昨日就
拘捕10名激進「本土派」成員，不排除是在
立法會審議及表決政改方案時發動襲擊。各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不但未提譴責，更稱「警
方沒有提供足夠證據」而拒絕評論。「人民
力量」議員陳志全稱擔心是次事件「別有內
情」。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質疑事件發生得
「巧合」，而一直鼓吹「本土」的公民黨議
員毛孟靜更質疑有人「插贓嫁禍」。
毛孟靜昨日被追問是次「炸彈」案件時

稱，現階段還未確定事件的「真相」，大家
毋須「神經質的反應」，又稱警方應盡快查
清事件是否與「本土派」或政改方案有關。

立法會會議倘受到暴力影響，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可以決定休會。最後，她稱西貢蠔涌現
場懷疑有偽冒的社民連單張，令她擔心是否
有人「插贓嫁禍」云。

陳志全則稱，事件尚在調查中，大家不要
「刻意針對『本土成員』加以抹黑」，又聲
言「過往很多案件，警方查來查去始終都查
不到任何頭緒，為何今次又這麼快有結論？
這有違警方一貫的作風，我擔心當中別有內
情。」
他續稱，全體反對派議員已表明會反對政

改方案，倘會議受到阻礙，無論對支持方案
或反對方案者都沒有任何好處，又補充稱事
發現場發現有社民連的單張，而這些單張已

被社民連證實屬偽冒，令人感覺到是次事件
有「很多內情」。

梁家傑冀「仔細判斷」
梁家傑稱，現正處於敏感時刻，香港市民

在接收任何新聞信息時都必須「小心衡
量」，「仔細判斷」，不應「輕言相信」，
「為何在這個時間爆出這些新聞，不遲不
早？這麼巧合！」

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稱對事件感到「震
驚」，但就將是次事件的矛頭指向中央及特
區政府，稱中央及特區政府都應該「審慎檢
討」為何香港社會有這麼大的怨氣，必須針
對「根本問題對症下藥」。

反對派護短拒譴責 死撐或有內情

■曾鈺成昨
表示，提升
立法會大樓
的 安 保 措
施，「寧可
過份嚴謹，
亦不能掉以
輕心」。
劉國權攝

■警方昨展示在西貢舊亞視廠房檢獲的大批爆
炸品及武器。 莫雪芝攝

■■警方在西貢舊亞視廠警方在西貢舊亞視廠
房檢獲大批爆炸品及武房檢獲大批爆炸品及武
器器。。圖為爆炸品處理課圖為爆炸品處理課
專家昨日再度開入廠房專家昨日再度開入廠房
搜證搜證。。 劉友光劉友光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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