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晚間，香港部分激進
示威者衝擊中聯辦，並污損國徽，噴塗侮辱
國家、民族的字句。新華社昨日深夜播發評
論《民族感情不容傷害 中央權威不容挑
戰》指出，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機
構，國徽是憲法規定的國家象徵和標誌。激
進示威者的行徑是對中央權威的公然挑戰，
性質嚴重、影響惡劣，絕對不能容忍，必須
予以強烈譴責，對犯罪分子依法予以懲治。
評論說，中聯辦嚴格按照憲法、基本法和

中央授權在港履行職責，不容挑戰。在這個
夜晚，一些不敢公開面目的激進示威者公然
圍堵、衝擊中聯辦大樓，破壞設施。這是對
「一國兩制」底線的嚴重挑戰，是對中央權
威的嚴重挑戰。更令人髮指的是，這些激進
示威者居然向懸掛在中聯辦大樓外的國徽投
擲黑色油漆彈。「對國徽的公然污損，是對
國家尊嚴和民族感情的踐踏。當看到威嚴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被黑色油漆所污損時，
令人感到無法抑制的痛心和憤怒。這些不法
行徑，是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
都不可容忍的。」
評論說，香港一些激進分子連日來的行
為，已經完全超出了和平示威的範疇。他們
衝擊立法會並大肆破壞、包圍警察總部，毆
打殘害警員，甚至非法儲存危險物品和大量
攻擊性武器。如今已發展到衝擊中央駐港機
構，對國徽進行公然污損。不斷升級的暴力
衝擊、挑釁行為，完全暴露了這些暴徒及其
背後勢力癱瘓特區政府，破壞「一國兩
制」，爭奪特區管治權，以香港亂局牽制中
國發展大局的圖謀。
評論又指，中央政府多次重申，任何危
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的行為，
都是絕不能允許的。這些激進分子的行為
與圖謀，同樣也損害了香港社會的根本利
益，守護香港、關心香港未來的人們絕不
會認同。
評論表示堅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和警方採
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香港法治、懲治犯罪
分子。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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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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製彈勁爆 門窗變形彎曲
記者返現場睹警引爆後情況 3疑犯續被扣查

這個星期日，「民陣」又組織遊行，按照警方
不反對通知書，講明遊行終點到灣仔，結果示威
者完全偏離路線，拒絕散去，一直去金鐘、中環
和上環一帶堵塞交通、衝擊警方，甚至衝擊中央
駐港機構中聯辦，而負責組織遊行的「民陣」，
故意煽風點火，任由暴徒肆意妄為。一位建制派
朋友直斥「民陣」不負責任，「『民陣』搞的遊
行次次都是以『和平』開路、以暴力收場，刻意
縱容示威者衝擊法治、破壞秩序，『民陣』根本
就是暴亂的始作俑者、暴徒的保護傘。」

警方批出的不反對通知書，要求昨日

遊行的終點是灣仔盧押道，「民陣」口頭答應按
不反對通知書安排遊行，卻將責任推給警察。建
制派朋友說，「『民陣』班人假惺惺呼籲遊行人
士到達終點後解散，實際卻散播對抗情緒，說如
何離開『問警察』，結果示威者去到灣仔盧押
道，就高叫『問警察』，更有人高呼開路。這些
不就是『民陣』的操弄嗎？」建制派朋友解釋，
「不但如此，『民陣』在遊行前就已經大肆宣
揚，說他們沒有能力也無責任安排示威者離開，
任何混亂還請警方負上全責。這些講法，都是挑
動示威者與警方的對立情緒，火上加油。」
事實上，過去一個多月，「民陣」組織的歷次遊

行，表面上講和平，只是叫口號，但每每在「民
陣」宣佈遊行結束後，就有一班黑衣蒙面人出來暴
力衝擊。建制派朋友認為：「這是刻意安排，

「『民陣』的遊行負責唱白臉，為暴力示威者造
勢，當他們宣佈遊行結束，是為了表面上與暴力切
割，顯示『唔關我事』。但他們組織的遊行所提出
的訴求，與暴徒的訴求完全是一個鼻孔出氣。這是
『一唱一和』，一個開聲、一個出手，以遊行為暴
行開路，以縱容不守秩序為暴行熱身，這一套模式
在過去一個多月屢見不鮮。一次次的遊行結束後再
出現暴力衝擊，這是巧合嗎？」
建制派朋友續指：「作為遊行的組織者，『民

陣』完全不履行主辦單位的責任，連串遊行示威
荒腔走板，佔據道路、破壞公物的現象層出不
窮，對香港的社會穩定，乃至經濟民生構成負面
影響，但從不見『民陣』出來為帶來的混亂致
歉，亦從不收拾他們造成的爛攤子，反而指責政
府和警方的不是。正是這種顛倒是非的行為，動

搖法治和道德的基石。警方應該認真考慮，不再
批出不反對通知書給『民陣』。」
建制派朋友對目前的現狀深表憂慮：「近期連

串遊行衍生的暴力亂象，已經對香港法治和管治
構成深遠影響。早兩日警方破獲『軍火庫』就是
一個警號。香港人認真分清是非，團結起來，珍
惜來之不易
的 社 會 穩
定，否則社
會越搞越失
控，受害的
是 全 體 港
人，只會令
親者痛仇者
快。」

「民陣」是暴徒保護傘 應拒批他們遊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現時年
輕人常說「Too long, didn't read（太長
了，沒有看下去）」，有人就利用這種
心態誤導年輕人。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昨日在facebook發帖，指出《蘋果日
報》昨日凌晨的網上新聞的標題寫到
「金鐘灣仔一帶商場地契無授權警方進
場執法」，但內文其實就說明警方在緊
急情況下，有權不預先通知就進入商
場。
同時，若警員相信有須逮捕的人置身

某處，管理該處的人須容許警員自由進
入該處搜查。
梁振英昨日在網上以《年輕人是怎樣被

《蘋果》誤導的？》為題，指出該報誤導
年輕人的手法。
他說，該報昨日凌晨的網上新聞的標

題是《7.21遊行備忘！金鐘灣仔一帶商
場地契無授權警方進場執法》，「給讀
者的印象就是警察不能或不應進入金鐘
灣仔一帶商場執法，犯法者可以逍遙在
商場。」

情況緊急 警可不通知入商場
他續說，在冗長的內文卻有以下幾段，

呼籲年輕人和責難新鴻基地產公司的人細
讀。位於金鐘的太古廣場回覆該報查詢表
示，「一般而言」警方進入商場前會預先
通知，「但根據相關法例，在緊急情況或
有人致電999報警下，警方並無義務預先
作出知會。」
負責管理海富中心的港鐵公司就指出，

雖然地契沒有相關條款，但根據《警隊條
例》第五十（3）條，若警員有相信任何
須逮捕的人已進入或置身在某處，管理該
處的人在警方要求時，須容許警員自由進
入該處搜查。
由此可見，有關報道根本標題與內文相反，

令人質疑以「標題黨」手法去誤導讀者。

梁振英踢爆《蘋果》
「標題黨」誤導青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激起市
民仇警情緒、為昨日遊行造勢，壹傳媒集
團創辦人黎智英、「議會陣線」立法會議
員毛孟靜和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鄺俊宇等在
遊行前夕透過《蘋果》的平台，聲稱「年
輕人」由6月12日到7月1日都「好克制、
好有分寸」，並屈警員「槍槍打頭、亂棍
毆人」。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批評，黎智英及其一眾黨羽不斷
美化暴徒行為，及繼續製造仇警情緒，將令
暴徒更放肆，必須予以譴責。
《蘋果》前日利用其網上平台，讓3名
「抗爭者」與黎智英等人「對談」，眾人
期間大肆散播陰謀論。毛孟靜就聲稱，擔
心有人會在昨日遊行時放火嫁禍示威者，
鄺俊宇則聲稱網上流傳政府會「安插其他
人到遊行中引起混亂」等等。黎智英則聲
言，「年輕人」由6月12日到7月1日都

「好克制、好有分寸」，「贏得市民
支持」。「抗爭者」則聲稱警隊「槍槍打
頭、亂棍毆人」，令他們「只能自衛」云
云。

盧瑞安：煽紛亂向外力領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出，不

同資訊都顯示黎智英等人是外國勢力
的「艇仔」，為外國勢力賣力，而為
催谷昨日遊行，他們繼續「睜開眼說
謊話」，竟將暴徒種種違法行為推到
警方頭上，不斷火上加油，煽動仇警
情緒，企圖延續社會紛亂，好向外國
勢力領功。他強調，大部分香港市民
都愛好和平，且亂況已持續多時，有
關人等不應再傷害香港。

陳勇：警大前提維護香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
勇指出，暴徒擲磚、飛傘，甚至咬斷警員
手指，暴力程度逐漸升級，警方本來有千
萬種方法處理這些暴力行為，但都以維護
香港、社會穩定為大前提，處處克制，盡
量不想有傷亡事件發生，令前線警員受盡
極大壓力。黎智英及其黨羽卻以各種不實
指控抹黑警方，是企圖縱容暴徒將暴力繼
續升級。

盧偉國：反對派顛倒是非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形容有關人等的言

論無恥。暴徒過去每次以「和平遊行」
作為掩飾，在遊行完畢後就立即使用暴
力搞亂社會秩序，且愈來愈嚴重。暴徒
之所以如此放肆，和反對派議員包庇以
至顛倒是非，抹黑警方有直接關係，必
須予以譴責。

肥黎黨羽煽仇警 政界譴責縱暴徒

是次被警方搗破的「港獨」組織炸彈工
場和「武備庫」，當中除有土製燃燒

彈、利刀和彈叉外，更有至少4公斤，足以
摧毀兩層樓的TATP烈性炸藥，是警方有史
以來檢獲最大批的炸藥，案情極之嚴重。

蒐證至昨日凌晨結束
由於TATP屬不穩定和高度敏感的爆炸
物，遇摩擦或碰撞即會產生巨爆，警方爆炸
品處理課（EOD）人員前日須在現場即時分
批作可控性引爆，而蒐證工作直至昨日凌晨
始結束，隨後解封現場，其間警方用貨車將

一批證物，包括雪櫃和風扇等搬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晨返回荃灣德士古道

142號隆盛工廠大廈20樓現場了解，發現該
樓層共有4個單位，而涉案單位內一共間有
8個分租劏房，大門外則設有一道玻璃門，
需按密碼才能進入，牆上另有門鐘以及一
塊公司招牌。
由「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陣綫」成員

租用、被揭發用作非法製造炸彈的工場，
以及「武備庫」的劏房，面積約200方呎。
現場所見，上址單位昨日雖已解封，但無
人出入，按門鐘亦無人應門。

被警方有組織罪案和三合會調查科（俗
稱「Ｏ記」）拘捕的3名涉案男子，包括上
周五（19日）晚上「Ｏ記」探員行動中，
在現場單位內被捕的「香港民族陣綫」主
腦之一盧溢燊（27歲），及前天（20日）
分在上水和荃灣被捕的「香港獨立聯盟」
骨幹鄧梓聰（25歲）及「港獨」分子侯×
宇（25歲）， 3人目前仍被警方以涉嫌
「無牌藏有爆炸品」扣留調查。
「香港獨立聯盟」昨日在facebook專頁證

實，前日在上水被警方拘捕的鄧梓聰為其
組織成員，現時仍在警署被扣留中，並有
律師跟進，又聲言「暫時知道」藏有爆炸
品的地方是「友好組織」存放「直幡」及
「音響」的倉庫。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罪行條

例》第五十四條，企圖導致爆炸或製造、
存有炸藥意圖危害生命或財產，製造、管
有或控制任何爆炸品，意圖藉以危害生命
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或使他人能夠藉
以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不論
爆炸是否有發生及是否已對人身或財產實
際造成損害，均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
定罪可處監禁20年。

「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陣綫」位於荃灣一工廈的非法製造炸彈工

場和「武備庫」，在昨日的「民陣」遊行前被警方搗破，檢獲大批自

製的冷、熱武器，包括近年恐怖分子經常使用的TATP烈性炸藥，前

日須即場分批引爆。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晨返回上址，目睹現場機房鐵

門及玻璃窗支架遭引爆造成的強大氣流衝擊變形彎曲，炸藥威力可想

而知，倘有人在遊行中使用，隨時造成嚴重傷亡，後果不堪設想。至

於「香港民族陣綫」主腦之一的盧溢燊，以及另外兩名被捕男子，仍

被警方扣留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劉友光

■天台地面留有炸散的沙包，機房的百頁窗及加設的擋風玻璃碎裂，部分支架亦告震脫移
位，牆邊更被炸開一個小洞，機房門亦告彎曲變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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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今天凌晨播發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中央權威不容挑
戰》。文章指出，7月21日，香港部分
激進示威者圍堵香港中聯辦，破壞設施，
污損國徽，噴塗侮辱國家、民族的字句。
這種行徑不僅踐踏香港法治，更公然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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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說，連日來，一連串暴力事件

已經讓香港社會不得安寧。一些極端
激進分子以反對修例為名，衝擊立法
會大樓、破壞公共設施，毆打警察，
製造爆炸物，這些暴力行為嚴重破壞
香港社會秩序，踐踏香港法治。此次
圍攻香港中聯辦，已經完全超出了和
平示威的範疇，暴力性質再升級。中
聯辦是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代表機構，依據憲法、香港基本法和
中央授權在港履行職責，不容挑戰。
這些激進分子的暴力行為，嚴重違反
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
評論員指，香港回歸以來，中央始終

堅持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
法辦事，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守
護者，也是香港各項事業全面進步的支
持者，是香港同胞合法權益的維護者。
22年來，國家始終是香港發展的堅強後
盾。香港的發展也始終與內地緊密相連。
「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
好。」這句話道出了香港與國家密不可
分的關係。只有維護好中央權威，才能
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
不變形，才能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
居民福祉。

評論說：「再也不能為暴力行為找
任何理由了！」一個文明法治的社
會，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和平理性表
達訴求是基本要求。暴力沒有任何藉
口，法治底線不容侵犯。對暴力妥
協、辯護、美化和縱容，只能使極端
分子暴力行為不斷升級。如果再任由
他們肆意踐踏香港法治，香港優勢、
香港競爭力都將受到侵蝕。廣大香港
市民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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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捍衛香港的法律與秩序，
守護好700萬人的美麗家園。
評論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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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呼籲廣大香港同胞共同努力，
反對暴力，守護法治，珍惜安寧。

人民日報評論員：中央權威不容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