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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襲西環鐵支磚頭煙餅攻警 包圍西區警署極猖狂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7月

22
己亥年六月二十 廿一大暑
港字第25325 今日出紙3疊8大張 港售10元

星
期
一短暫陽光 幾陣驟雨

氣溫28-32℃ 濕度70-95%

香港文匯報訊 在昨
日的遊行後，有部分激
進示威者偏離遊行路
線，衝擊中央人民政府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大樓，並塗污國
徽，特區政府發言人昨
晚回應指，中聯辦是中
央政府在港設立的駐港
機構之一，負有憲制功
能。特區政府強烈譴責
示威者惡意包圍和衝擊
中聯辦大樓，並塗污國
徽，公然挑戰國家主
權，特區政府會嚴肅處
理並依法追究。
特區政府一直對市民

和平表達訴求予以尊
重，但近日發生一連串
事件，包括和平遊行後
一再發生違法示威、衝
擊警方防線、包圍警察
總部、堵塞道路等。警
方更發現有人非法儲存
危險物品及大量攻擊性
武器。特區政府擔心一
小部分激進者有計劃地
煽動群眾，挑戰法紀，
甚至衝擊中央駐港機
構，此舉對特區的治安
及「一國兩制」構成威
脅，社會絕不能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
中聯辦網訊：中央人民政
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
辦公室負責人7月21日晚
發表聲明，對部分激進示
威者圍堵中聯辦大樓並污
損國徽的行為表示嚴厲譴
責。
該負責人表示，在21日
的遊行隊伍到達終點後，
部分激進示威者圍堵中聯
辦，破壞設施，污損國
徽，噴塗侮辱國家、民族
的字句，這些行徑已經完
全超出了和平示威的範
疇，不僅違反基本法和香
港本地法律，更嚴重挑戰
「一國兩制」的底線，嚴
重挑戰中央權威。我們對
此表示最強烈的憤慨和譴
責，並堅決支持特區政府
和警隊依法嚴懲違法暴力
行為，維護香港的社會穩
定。
該負責人強調，中央駐

港機構嚴格按照憲法、基
本法和中央授權在港履行
職責，不容挑戰。他呼籲
香港社會全體市民認清極
少數激進分子的暴力危害
和本質，堅決維護「一國
兩制」，維護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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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在林士街停車場暴徒在林士街停車場
口放火燒路障口放火燒路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警方防線推進到上環時警方防線推進到上環時，，多次向示威者發射多次向示威者發射
多枚催淚彈和胡椒球彈多枚催淚彈和胡椒球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暴徒向警方投擲硬物暴徒向警方投擲硬物。。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發言人 21日晚就
香港部分激進示威
者圍堵中央人民政
府駐香港特別行政
區聯絡辦公室一事
發表談話，對有關
惡劣行徑表示強烈
譴責。
該發言人說，21

日晚部分激進示威
者 圍 堵 香 港 中 聯
辦，向該機構辦公
大樓門口懸掛的國
徽 投 擲 黑 色 油 漆
彈，在外牆噴塗侮
辱性字句，並試圖
衝進辦公大樓。這
種行徑公然挑戰中
央政府權威，觸碰
「一國兩制」原則
底線，性質嚴重，
影響惡劣，是絕對
不能容忍的。香港
警方及時採取有關行
動非常必要。我們堅
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確保中央駐港機構安
全，維護香港法治，
懲治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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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徒用磚頭擲
向警方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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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15:39 遊行隊頭在維園出發

16:20 遊行隊頭抵達終點，民陣呼籲群眾「可
以自由活動」

16:30 示威者越過警方防線繼續往金鐘方向前
進，警方未有阻止

17:09 示威者佔據夏慤道

17:30 示威者開始向中環方向前進

18:02 有示威者佔據干諾道中

18:55 示威者到達中聯辦

19:01 警方呼籲示威者盡快離開

19:15 示威者向中聯辦掟雞蛋和墨彈，損污國
徽、牆身及閉路電視鏡頭等

19:45 示威者包圍西區警署

20:07 警方表示即將清場，大批防暴警察在中
聯辦外天橋底增援，中聯辦外的示威者
向中環方向撤退

20:27 警方特別戰術小隊（速龍小隊）警員，以及
身穿綠色衫的防暴警察在中聯辦外清場

21:05 有示威者向中區警署掟磚，於警署外牆
塗鴉

21:35 速龍小隊在干諾道西快速推進，呼籲示
威者散去

21:48 警方舉紅旗，警告示威者停止衝擊，否
則使用武力

21:54 政府強烈譴責示威者衝擊中央駐港機構

22:09 警方在干諾道中舉起黑旗，惟示威者仍
繼續衝擊警方防線，警方施放催淚煙

22:29 警方再次舉起黑旗，示威者未有收斂，
燒毀雜物，暴徒亂擲磚頭，警方再次施
放催淚煙

23:23 信德中心外示威者退後，有人呼籲離去

23:41 暴徒逐步退守至干諾道中和永和街交界，
警防線續在林士街停車場外未有推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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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一眾暴
徒昨晚在中聯辦大樓外四處塗鴉，甚至
損污國徽。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
狠批有關人等的行為，直言「這些敗類
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歷史的唾棄」，
並請市民「在線上線下全力聲討」，讓
全國人民知道香港人並不姑息這些「數
典忘祖，喪心病狂」的暴徒。他並質問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是否支持暴徒損污國
徽，並列出眾人回應傳媒的說法。
梁振英指出，反對派是否認同這些暴

徒暴行，「這是你們將來參加議會選舉

的必答題！」

選舉必答 立此存照
他續留意昨日的即時新聞，指出反對派
議員對此「無一譴責，無一表示遺憾」，
並記下不同人的回應「立此存照」。
「議會陣線」毛孟靜稱，有關行為等

表達了對中聯辦在港「干預」、「插
手」的「憤怒」，認為事件中無傷人、
衝擊或硬闖，希望中聯辦「理解行為背
後的意義」。
民主黨林卓廷亦稱，雖然有人塗污國

徽，但「示威」基本上「尚算和平」。
公民黨郭家麒認為有關人等到中聯辦

「唔出奇」，認為這是反映年輕人對
「一國兩制」存在很大的「憂慮」，中
央在港政策「完全失敗」，中央在修例
事件上「有很大干預」，故在中聯辦外
「示威」。
民主黨黃碧雲稱，「無法代表示威者

發言」，但估計他們在中聯辦門外「示
威」，是因「一國兩制」及基本法近年
已「走樣變形」，並對中央「干預」香
港有所不滿。

香港文匯報訊 就昨晚在上環及元朗發
生的暴力行為，特區政府昨日回應指，在
衝擊中聯辦大樓後，有激進示威者無視警
方多次警告，在上環一帶向警方發動連番
暴力襲擊，包括投擲汽油彈、縱火、擲
磚，亦堵塞主要幹道，行為令人髮指。

暴徒元朗西鐵站襲擊乘客

同時，在元朗有人聚眾在港鐵車站月台
及車廂內襲擊乘客，引發衝突，導致有人
受傷。「香港作為法治社會完全不能容忍
任何暴力行為，特區政府予以強烈譴責，

並會嚴正追究。」
民建聯發表聲明，強調堅決反對任何

暴力行為。對於昨晚元朗西鐵站發生的
嚴重暴力事件，導致多名市民受傷，民
建聯予以嚴厲譴責，要求警方嚴肅跟
進。

梁振英質問反對派：
是否支持損污國徽

昨晚9時至10時期間，警方開始透過各種渠道呼籲在場暴徒散
去，惟暴徒一副「戰鬥格」，各人手持磚頭、有勾的鐵支、疑似汽油彈與防暴警
察對峙，其間有人淋電油燒雜物，現場多處火光熊熊，威脅現場所有人士及居民
的安全。惟到場扮「和事佬」阻執法的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張超雄等顛倒是非黑
白，竟向在場指揮官發難，稱警方「逼得太緊」，要求給足夠時間讓示威者散
去，「希望警方保持克制及冷靜，停止使用武力，目前無迫切需要進行驅散。」

忍讓多時的指揮官即反駁說：「我們已花逾1小時呼籲他們和平散去，已經給
予足夠時間！」同時，暴徒未有撤退跡象，而且有立法會議員「撐腰」，暴徒更
是有恃無恐，更採取主動，有人一聲令下叫一眾暴徒向警察防線推進。

暴徒的行動已牴觸警方的底線，警方舉起黑旗再次作出呼籲，惟暴徒們仍繼續
衝擊警方防線，被咄咄相逼的警方終於施放催淚煙驅散，但暴徒們仍未停止行
動，多次重複向前推進，未幾警方再次舉起黑旗，施放催淚煙驅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政客阻清場 指揮官駁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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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於晚上開始沿干諾道西清場，驅散示
威者至上環信德中心對開後，中聯辦職員即
時進行清潔工作，用水喉清洗外牆及地面。
早前被示威者以油漆彈損污的國徽，已於晚
上11時許被換上一個新的代替。

國徽換新國徽換新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不斷要求警方給足夠時間讓示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不斷要求警方給足夠時間讓示
威者散去威者散去。。圖為張超雄圖為張超雄。。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激進示威者圍堵中聯辦激進示威者圍堵中聯辦，，並向內投擲並向內投擲
雞蛋和漆彈雞蛋和漆彈。。 大公文匯傳媒記者大公文匯傳媒記者攝攝

民陣昨日以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為名遊行。昨日下午4時許，遊行

隊頭抵達終點修頓球場。

民陣鼓動：向前找警察
民陣召集人岑子杰似有暗示說：「現
在遊行結束，你們可以自己散去自由活
動，請盡快向前（中環方向）疏散！」
民陣之後說得更白：「這裡沒有警察，
如果要找他們，可以向前方找」，分明
是「項莊舞劍」，最後更煞有介事地補
充，民陣會為被捕者提供法律支援。
一聲令下，大批示威者紛紛越過警方
防線，繼續往金鐘方向前進，在場警方
保持忍讓未有阻止，並退至分域街。
身穿黑衣的示威者一擁而上向中環方
向前行，一度佔據政府總部外的夏慤道
路段，不少人戴上口罩並集結物資，意
有所圖。有暴徒則在現場商討下一步行
動。

毫無退意 攻擊警方防線
黃昏時分，暴徒得出共識後，漸漸向
中上環移動，他們經干諾道一直通往中
聯辦，途中大肆搗亂。示威者首先拆走
附近的鐵馬進行阻路行動，另一批暴徒
則向中聯辦門外的閉路電視噴漆，其後
一批暴徒向中聯辦門外標誌擲蛋、塗
鴉，高叫口號，以及用鐳射燈照射中聯
辦。其間另一批暴徒則包圍附近的西區
警署。
在暴徒破壞公物期間，現場警力薄
弱，直至入夜後大批防暴警察到場增
援，速龍小隊在干諾道西推進。警方多
次舉起紅旗，警告示威者停止衝擊，否
則使用武力，惟現場情況未受控，暴徒
更變本加厲手持煙餅、磚頭、利器和疑
似汽油彈及焚燒雜物，警方遂舉起黑
旗。
身在現場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
等聲稱「要畀時間示威者撤退」，但暴
徒根本毫無撤退之意，更有手持鐵支及
護盾的暴徒在警方未有推進的情況下，
多次主動上前企圖衝擊警方防線。
警方被迫兩度施放催淚煙，但暴徒在
警方稍停之時即重整旗鼓，企圖再次向
前推進，警方在警告後不得不使用布袋
彈及橡膠子彈驅散。直到午夜，暴徒逐
步撤退。

暴徒衝中聯辦損國徽 挑戰國家辱民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蕭景源）民陣的「假和平‧真暴

力」的7‧21遊行，昨日又以暴

力衝擊收場。部分激進示威者違

背「不反對通知書」的承諾，偏

離遊行路線衝擊香港中聯辦大

樓，肆意塗污國徽，公然挑戰國

家主權，對「一國兩制」構成威

脅。國務院港澳辦、中聯辦及特

區政府先後發聲明譴責暴徒的行

為；這種無視法紀的行徑也惹起

公憤，各界齊聲予以強烈譴責。

在警方抵達中聯辦大樓前，一批

暴徒避走干諾道，其間堵路更手

持鐵支多次主動向前推進，企圖

衝擊警方防線。警方施放多枚催

淚彈，但暴徒拒絕離開，警方最

終要施放布袋彈及橡膠子彈驅散

一眾暴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