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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除了聲稱被爆竊的荃灣倉庫及觀塘倉庫外，還有
一個位於沙田火炭一幢工業大廈內，阿湯每星期都到
各倉庫視察或開會。

﹂

偷藏大量炸藥 隨時毀廈殺人

在 2016
年至 2017
年，「港獨 組織「本民前 的
總部亦設在火炭一個工業大廈內，近年則轉移到荃灣
區。據悉，「港民陣 在不同倉庫輪流擺放物資，以
防遭「一鋪清倉 。消息稱，曾有人以環保物資的名
義作掩護， 2016
年「旺暴 後，警方新界南總區重案
組，曾搜查葵涌一工廈單位，搜出利刀和化學物品。
但有人指稱警方對環保無認識，指稱有關化學品是用
來施肥。
今次，「港獨 狂徒在荃灣工廈設炸彈工場，可謂
非常瘋狂和高度危險，因為炸藥數量龐大，一旦爆
炸，數層工廈單位都會被摧毀，反映他們已完全罔顧
他人安危，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香
■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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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倉」遍工廈 定期轉場視察

﹂

■「港獨
港獨」
」分子在炸彈工
場內擺放大量製造 TATP
烈性炸藥的白色粉末。
烈性炸藥的白色粉末
。

■O 記高級警司李桂華(右)和炸彈處理主任馬徫德講述案情
和處理TATP炸藥過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獨
港獨」
」暴徒將燃燒彈和
其他物資放在木板車內，
其他物資放在木板車內
，隨
時用客貨車運到示威現場。
時用客貨車運到示威現場
。

■暴徒用強力通
渠劑稀釋後製造
鏹水彈。
鏹水彈
。

香港文滙報訊（記者 蕭景源、鄧偉明、鄺福強）香港文匯報今年初獨家 料，相信有人在此製造炸藥。這種炸藥極度

罔顧風險硬闖金鐘
民陣恐嚇要警「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過去一個月所
謂的「和平遊行集會」，最終都成為暴徒衝擊
的掩護。近日，網上有人鼓吹在今日港島遊行
期間偏離遊行路線，甚至以武器襲擊警員，加
上警方昨日在荃灣搗破有「TATP 爆炸品」的
武器庫，故要求主辦單位民陣將今日遊行終點
定在灣仔盧押道，不可進入金鐘範圍。民陣提
出上訴，於昨日被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
一致駁回。民陣召集人岑子杰稱，民陣會堅持
派小隊帶着遊行橫額前往特區終審法院，更恐
嚇今日一旦出現混亂，「是警方和上訴委員會
的責任。」

無視公共安全縱容搞事
■ 7 月 13 日上水騷亂中，暴民在車內搬出大批
物資提供給前線衝擊者。
資料圖片

民陣今日發起港島區遊行，原訂由銅鑼灣起
步，遊行到中環特區終審法院大樓外。警方日前

在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時指，考慮到遊行隊伍途經
金鐘會對公共安全及秩序構成極高風險，警方要
求民陣把終點定為灣仔，不要進入金鐘一帶。民
陣其後聲稱警方是在「打壓」，並向公眾集會及
遊行上訴委員會提出申訴。經過近 4 小時的聆
訊，委員會昨日駁回民陣的上訴，遊行終點維持
於灣仔盧押道，不可進入金鐘範圍。
岑子杰在聆訊後稱不滿上訴結果，恐嚇稱他
們「無權阻止」群眾「不約而同」去金鐘睇海
景，更聲言一旦發生混亂，「是警方和上訴委
員會的責任。」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昨日在向傳媒
簡報今日遊行的安排時解釋，過去幾星期的遊
行，都有小部分人在遊行結束後，甚至結束前
已經開始製造混亂，包括堵路、衝擊警方防
線，甚至襲擊警務人員及破壞公物，破壞港人
的和平、理性的價值觀，大部分遊行人士都並
不希望如此。

敏感，稍有不慎即觸發巨爆。有專家估計，

報道「港民陣」幕後操盤手控制多個物資倉庫，為「獨友」提供衝擊警方防 這個分量的 TATP 可摧毀兩層工廈單位，警
線的物資和武器。警方有組織罪案和三合會調查科（俗稱 O 記），在今日民 方在現場還檢獲大量煙頭，相信有人在製炸
陣遊行前採取行動，在荃灣一工廈單位搗破「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陣線」 藥時抽煙，無引發大爆炸已是大幸。

警方爆炸品處理課（EOD）人員其後奉召

的炸彈工場和「武備庫」，拘捕該組織的「大內總管」盧溢燊等 3 人，檢獲 到場協助，並決定即場引爆以策安全，警方
至少 4 公斤、足以摧毀兩層工廈的 TATP 烈性炸藥、10 枚土製燃燒彈、反修 將大廈對下街道封鎖範圍擴大至 100米，並疏
散大廈人員。上午 7 時，拆彈專家將其中一公

例標語等等一大批攻擊性武器和物資，這是本港警方有史以來檢獲的最大批 斤爆炸品搬到大廈天台引爆，消防員拖喉戒
TATP 炸藥，不排除「港獨」狂徒今日用來向警方發動致命攻擊。
備。一聲巨響後，大堆碎片散落樓下停車場

港獨 T 恤

彈叉和利刀

■7月1日騷亂，暴民傳遞物資。

激進友盲撐「掟核彈都唔割蓆」
「香港民族陣綫」在帖文中聲稱，「該倉庫
一直僅作為存放音響及其他宣傳物資之用，未

知為何會有爆炸品在該單位當中。」激進分子
紛紛留言，誣衊警方是「砌生豬肉」。「Victor Wong」詭辯稱：「反正有包肥料都可以屈
你有炸藥原料，武器更加唔駛（使）講，安全
帽口罩膠袋菜刀遮全部都係武器，人人屋企都
可以係軍火庫。」
「Joanne Tsang」寸道：「人贓並獲都可以
話砌生豬肉，唔該攞啲証
（證）據出嚟，証
（證）
明你係比（俾）人砌，做得到…（……）我即
刻藍轉黃！」「Venus Ma」亦話：「當下你
地（哋）成員被捕，若真係被警察誣蔑
（衊）相

信實即刻開直播網上風（瘋）傳，不甘被屈。
同以民陣作風如果真係唔知同無既（嘅）。實
將事情搞大，會咁順從？」
「Rayson Kwok」就想起「港獨」組織最常
掛在口邊的「以死相搏」這句話，直言：「你
哋班暴徒，死都唔怕，怕俾人屈？」「Samuel
Ng」就質疑「香港民族陣綫」所謂「未知為何
會有爆炸品在該單位當中」這說法，是在與被
捕者割席：「同佢唔係好熟咋！佢個人行為同
組織無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被

香港文匯報去年底和今年初，一直跟進及
「起底」「港獨」物資倉庫和主腦的行蹤，並
在今年初獨家報道踢爆內幕，揭發阿湯疑是管
理多個「港獨」武備庫的總管，涉嫌負責在示
威活動中向「武攻隊」提供物資和攻擊武器對
付警方防線。他昨日涉嫌管有爆炸品被通宵扣
查，晚上被押返石籬邨住所搜查。
警方「O 記」早前根據情報，並跟蹤監視

大聲公

燃燒彈

屈警砌生豬肉 網民揶揄割蓆
「香港民族陣綫」一成員涉嫌
藏有爆炸品被捕，該組織隨即回
&
應稱「該倉庫一直僅作為存放音
響及其他宣傳物資之用」。有激
進分子就聲稱是次係警方「砌生
豬肉」，但不少網民留言揶揄該組織是在割
蓆，敢做唔敢認。

捕的 3 名疑犯，包括男子盧溢燊（27
歲），人稱阿湯，是「港獨」組織「香
港民族陣線」的主腦之一。另兩名疑犯分別為
綽號「藍精靈」的「學生獨立聯盟」骨幹鄧梓
聰
（25歲），以及25歲「港獨」分子侯×宇，
三人涉嫌「無牌藏有爆炸品」被通宵扣查。

拘3
「港獨」
分子 盧溢燊頭目級

市民：民陣屢策應暴民
網民「Mike MikeGiant」直言：「每次暴亂
都係民陣先用遊行做藉口，然後暴徒壓後衝擊
警察，破壞法治，警方要全力徹查此組織！」
「Weng Tou」亦指：「佢
（岑子杰）
係發起人，
遊行後有衝擊就要問責，這班暴徒係你製做
（造）
有利環境畀佢地行事，破壞社會秩序，發
路透社 起人就要負刑責，唔能夠承擔就咪攪
（搞）
。」

警警破破「「港民陣」」倉藏大量
及燃燒彈 揭威脅市民安全
T
A
T
P

是次被警方破獲的 港獨大本營 雖
在荃灣區，但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
「港民陣 在 2015
年成立後 年
3內，最
少擁有 個
3 物資倉，分別隱藏在觀塘、
火炭和荃灣的工廈內，其間不斷轉換地方。儼如 大
內總管 的阿湯，每周都會巡視各個倉庫。昨日在荃
灣隆盛工廠大廈內的炸彈工場和武器裝備倉庫，據悉
是以他人名義已租用半年，相信物資、購買製炸藥原
料及倉租的資金都有幕後金主資助。
資料顯示，「香港民族陣綫 位於荃灣的其中一倉
庫稱於去年除夕夜遭人爆竊，由其發言人梁頌恆報
警。據悉，該倉庫租客正是盧溢燊。他當時聲稱自己
收取兩名男女 400
元酬勞後，讓他們在上述倉庫存放
物品，但警方追查時發現，阿湯所指的男女留下的電
話是「太空卡 號碼，也一直未能找到阿湯所講的男
女。
此前，香港文匯報觀察阿湯的行蹤，發現他最少操
控 個
3 倉庫用來存放物資及安排「港民陣 成員的聚
﹂

﹂

■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在武器庫內檢獲的大批「
在武器庫內檢獲的大批
「港獨
港獨」
」分
子裝備，
子裝備
，全部在過往示威中出現
全部在過往示威中出現。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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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港 獨 」 分子的武器物資
庫及炸彈工場 ， 位於荃灣德
庫及炸彈工場，
士古道一幢工廈的高層單
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頭盔、
頭盔
、眼罩
眼罩、
、手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今年 1 月獨家報
道 ， 踢爆
踢爆「
「 港獨
港獨」
」 分子設物資
貨倉，
貨倉
， 並招募勇武分子衝擊警
方。

多時，懷疑有人在荃灣德士古道 142號隆盛工
廠大廈 20 樓一個劏房單位製造炸藥，該單位
面積約 200方呎，與其他劏房用木板間隔，同
樓層還有環保公司、地氈公司。
前晚（19日）10時許，探員持法庭搜查令進
入單位搜查，當時單位內有一名姓盧男子。警
方入內後大吃一驚，發現凌亂的單位內放滿各
式「示威」物資和攻擊性武器，包括10枚土製
燃燒彈、一罐電油、3 支鏹水、彈叉、利刀、
鐵通及頭盔、印有「香港民族陣線」的T恤、
手套、反修例標語和揚聲器等。

冷熱兵器齊備「獨友」
趕刪記綠
最令人震驚的是，警方發現工作枱上擺放
大量疑為 TATP 烈性炸藥的粉末，初步估計
至少有 4 公斤，另有一批製造 TATP 的化學原

及馬路，部分亦濺至爆炸品處理課行動車的
車頂。
由於爆炸威力巨大，拆彈專家要將現場的
TATP分批引爆，至晚上7時共花了12小時才
全部引爆完。同時，警方發現用啤酒樽製造
的 10 枚電油燃燒彈設計精巧，樽蓋一撬便
開，外面用白毛巾點火，最毒的是電油混合
了特殊化學品，一旦濺上身，液體會沾在皮
膚和衣服上燃燒。警方昨晚分別掩至粉嶺和
荃灣的住宅單位，再拘捕姓鄧和姓侯青年。
「香港民族陣綫」昨日下午在 facebook 呼
籲與該組織有電郵聯絡的「獨友」清除聯絡
記錄。該組織發言人梁頌恆承認姓盧男子是
其組織成員，但聲稱「不知道爆炸品來
源」，又否認有關單位是其組織租用，及稱
不同的成員都會做一些存倉，而被捕人都會
幫忙「存放音響」等。

核心「港獨大將」作風低調「話事人」
是次被捕者之一為人稱阿湯的盧溢
& 燊。他一向行事低調，在示威和衝擊場
合也「包到實」扮神秘。香港文匯報獲
悉，阿湯其實是一名「資深港獨骨
幹」，在「獨圈」中地位甚高，不但是
「香港民族陣線」創辦人之一，也是該組織目前的「話
事人」。有「獨營」成員透露，阿湯與另外兩名「港
獨」核心成員多年來合作無間，經常出入「港民陣」的
荃灣大本營。香港文匯報記者上個月曾在香港機場發現
阿湯身影，據悉，他當時正在機場的商舖做散工。
阿湯現居荃灣石籬邨，中學時期就讀荃灣一所津貼
中學。據悉，阿湯中學時期成績平平，中學畢業後升
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人力資源管理學高級文
憑，於2013年畢業。
阿湯參與「港獨」組織多年。隨着「本土民主前
線」、「青年新政」、「香港民族黨」先後瓦解或被政
府取締，「港民陣」儼然已成為目前最大的「港獨」組
織，並陸續接收了不少來自其他「獨營」的成員及物
資。阿湯本人也自然成為「獨營」中的新大佬。
阿湯基本上並無正職，做過多份散工，包括地盤工

人，其個性孤僻，鮮與他人接觸。據香港文匯報記者
去年 11 月至今年初的觀察，他基本上都是獨自一人返
工、放工，放工後亦是返回荃灣住所，就連吃晚飯亦
是獨自一人，除了「港獨」同伴外，幾乎未有與其他
人接觸。
每星期，阿湯都會到所有藏「獨」倉庫視察，每次
外出時都會非常小心，一般都是戴上鴨舌帽，經常是 ■涉藏炸彈狂徒晚上再押返
每行數步就會左右張望，有時更會停下腳步觀察是否 荃灣工廈單位蒐證
荃灣工廈單位蒐證。
。
被人跟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上月，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機場發現阿湯。他當時在
機場的商舖做散工，行路時都會低頭看手機。由於阿
湯無固定收入，大部分時間失業，其經濟來源和租貨
倉買物資的金錢成疑。
作為「港民陣」資深成員、幕後大佬的阿湯，雖然不
時會出現在「港民陣」活動場合，但因為他身負物資調
配的「指揮大權」，故甚少站在台前，盡量避免站在第
一線。就算出現在「獨派」活動場合，阿湯都會戴上口
罩及鴨舌帽，避免被人認出。去年底，他參加「港獨」
網媒「本土新聞」的「港獨」分享會時，也不願除下其 ■盧溢燊上月在機場現身。
鴨舌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張得民
香港文匯報獨家圖片

TATP 易造威力大
恐襲常用
香港文滙報訊（記者 蕭景源）
TATP 的化學名稱為「三過氧化三丙
酮」，主要成分是丙酮和過氧化氫，用
硫酸作為催化劑混合而成，是不穩定和
高度敏感的爆炸物，遇到摩擦或碰撞即
產生巨爆。有外國網站曾稱這種炸藥製
作及引爆極之容易，有「撒旦之母」之
稱，被反恐專家形容為「自殺式炸彈襲
擊者的首選武器」。據外電報道，
2005 年 7 月倫敦連環恐襲案、2015 年
11 月巴黎襲擊事件，以至前年英國曼
徹斯特音樂會受襲，都是用 TATP 作
為爆炸物。
TATP 因極為敏感和具膨脹力，只需
很少能量便能引爆，爆炸時不產生火
焰，會產生連續化學反應，屬高殺傷力
的烈性炸藥，一個 TATP 分子可以產生
4 個氣體分子，兩克 TATP 可產生爆
炸，幾百克分量可以迅速產生幾千升氣
體，曾有外國網民拍片介紹 TATP 炸藥
製造過程，很少的劑量便足以炸毀一部
汽車。
爆炸品處理課前高級炸彈處理主任袁
漢榮表示，2005年在英國倫敦地鐵爆炸

案，就有 3 人孭背包，每個背包有約 10
公斤的 TATP，在爆炸時於 5 米範圍內
者都有極高的死亡率。

「DIY版」易誤爆 死人累街坊
TATP 製作過程不需要太複雜的化學
程序，物料亦較容易買到，普通藥房，
或普通五金或化工原料廠都可以買到原
料；器材亦較簡單，只需要雪櫃和冰、
過濾或蒸餾氣就可以做到。袁漢榮警
告，自行製造的 TATP 相當不穩定，儲
存、攜帶和使用都危險，隨時害人害
己。
目前，製造 TATP 所需的原料不受
法例管制，在市面上較易找到含有丙
酮的化學品，過氧化氫也可以由清潔劑
中提取。有化學學者表示，TATP 的原
材料在市面化工舖可輕易購得，製作過
程容易，但所有炸藥在製作過程都有危
險，過程中容易爆炸，傷及自身，而製
成後也不穩定，很容易便會產生化學
作用，形成氣體。若炸藥被摩擦並產
生靜電，就會引致爆炸，故須小心處
理及搬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