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六「光復元朗」恐再爆大混亂
昨市面仍冷清食材掃光 商戶或停業居民不敢出門

「港獨」製炸彈案 一疑犯圖竄台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自從台灣《蘋果
日報》踢爆在香港衝擊立法會的暴徒逃往台灣聲稱
尋求庇護後，台灣成為暴徒趨之若鶩的避風港。在
「港獨」組織在荃灣工廈設武器庫和炸藥工場一案
中，被警方有組織罪案和三合會調查科（俗稱O
記）追緝的其中一名疑犯，昨日凌晨在香港國際機

場準備乘搭班機潛逃台灣，但被探員截獲拘
捕，成為該案的第四名被

捕者。
昨晨被捕男子姓陳（28歲），報稱無業，涉嫌

「管有爆炸品」及「藏有攻擊性武器」。消息指，
他是被「O記」追查的其中一名目標疑犯，也是
「港獨」組織成員。
本月19日，警方O記在荃灣德士古道隆勝工廠

大廈搗破一個武器庫及炸藥工場，在單位內檢獲
一批TATP烈性炸藥、燃燒彈、刀及彈叉等武
器，當場拘捕「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陣綫」成

員盧溢燊（27歲），其後再拘捕姓侯（25歲）男
子，及「香港學生獨立聯盟」成員鄧梓聰（25
歲）。

圖凌晨乘夜機潛逃被截
由於檢獲的炸藥狀態不穩，爆炸品處理課分多次

引爆TATP。姓侯及姓鄧男子其後獲准保釋候查，
須於8月下旬向警方報到。姓盧男子則於本月22日
在西九龍法院提堂，暫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10

月14日，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後再訊。
O記根據資料，進一步調查與該案相關的其他人

物，昨日凌晨發現一名目標人物前往機場。據悉，
該名涉案男子在案發後，曾四處匿藏，最後決定跟
隨早前逃到台灣的衝擊立法會暴徒一樣，踏上逃亡
之路，但料不到此路不通，當他打算乘夜機飛往台
灣時，在機場被警方拘捕。

發 起 所 謂
「光復元朗」
遊行的鍾健平
並 非 普 通 市
民 。 翻 查 資

料，他是「獨派」組織「港人
自決、藍色起義」的創始人，
並曾因非法集結罪成被判80
小時社會服務令。
鍾健平是 2013 年成立的

「港獨」組織「港人自決、藍
色起義」的創始人，以「不承
認自己是中國人」為宗旨，鼓
吹「港獨」思想。
在2013年七一遊行期間，

他與同黨陳梓進及黃俊被指衝
擊銅鑼灣崇光百貨外的警方鐵
馬，經審訊被裁定非法集結罪
成各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
3人向高院就定罪提出上訴

被駁回，其後再向高院申請終
審法院的上訴許可證明書，同
被法官拒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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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光復元朗」的負責人鍾健平昨日
到元朗警署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他在

與警方會面後聲稱，遊行擬於本周六下午
4時集合，4時30分起步，經元朗水邊村遊
樂場沿大馬路及朗日路，遊行至元朗西鐵
站。遊行結束後會在元朗西鐵站舉行集
會，因此不反對通知書有效至當晚11時59
分。
他聲言，是次遊行「並無組織帶領」，

自己只是以「元朗居民」身份作為代表申
請不反對通知書，又稱遊行會以「和理
非」方式進行，即使警方拒絕發出不反對
通知書，「相信反對恐怖襲擊的香港人會
自有行動」，他亦會按原定遊行時間現身
起點。

鄉事促拒批不反對通知書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程振明及屏山鄉
事委員會主席鄧志強等昨日為此到元朗警
署與警方會面，要求警方拒絕向有關人等
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民建聯元朗區議員同日約見元朗警區指
揮官李偉文總警司，強烈譴責包括元朗造
成多人受傷的暴力衝突等事件，要求政府
全力調查事件，加強警力，加強情報收
集，保障元朗市民安全，保障社區安寧，
並強烈反對所謂「光復元朗」，「我們非
常擔心再度發生暴力事件，嚴重影響元朗
民生。我們要求警方積極做好應對準備，
充分保障元朗社區安寧。」
不少元朗的商戶前日因為網上傳言指當
日下午會再有衝突，為免被殃及，他們當
日都暫停營業，直至昨日才恢復營業。香
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到過元朗視察，發
現區內大部分商戶雖然已經恢復運作，但
街上的人流明顯較平日大幅減少。
在該區開業50年的一間眼鏡店的負責人

李先生表示，元朗大馬路每日均十分擠
迫，但「白衣人」衝突事件發生後，人流
明顯變得疏落，他前日下午亦因應網上有
傳言指區內會再有衝突而決定提早關門，
「我們做熟客生意，眼鏡做好了可以放在
店內，客人可以等安全時再來拿，提早關
門也不影響到客人。」

李先生直言，擔心周六的遊行會再次引
發衝突，影響居民日常生活，呼籲各方要
保持冷靜，「6月起的連場遊行已經打擊
市民消費意慾，近月的生意大減一半，來
緊星期六的遊行是針對『白衣人』，擔心
雙方會爆發衝突，引致混亂場面發生。」
他指自己屆時會密切留意情況，一旦有衝
突發生可能即時關門。

市民認同警員顧自身安全
就有市民不滿警方當日未有即時介入處

理事件，李先生認同警務人員執行職務時
亦要顧及自己安全，「警方處理示威活動
時亦可能因為人手不及示威者多，而要增
援不能即時處理，這一點我是諒解的。元
朗區的治安一向良好，相信在元朗區居住
及工作仍然安全。」
區內一間開業40年的藥材舖負責人袁先

生同樣指，元朗的治安情況一直理想，而
他前日是因為街上氣氛緊張，人流極少等
因素，在考慮到員工安全後決定提早關
門。是次停業半日，已損失約一萬元生
意。

盼遊行後盡早散去免衝突
袁先生初步計劃，在周六遊行期間如常

營業，但坦言亦擔心遊行會令他的生意進
一步受打擊，呼籲示威者在遊行後盡早散
去，避免與持其他立場人士發生衝突。
附近一間電器店的職員龐先生在元朗工

作10年，他指區內的緊張氣氛前所未見，
「商戶今（昨）日雖然回復營業，但居民
對治安的信心仍未恢復，街上的人流較事
件發生前少了一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鍾立）大批白衣人周日在元朗西鐵站及

車廂內攻擊黑衣者，事件本已令當區居民人心惶惶，昨日再有團體向警

方申請在星期六發起所謂「光復元朗」遊行，更令居民風聲鶴唳。有人

趁昨日市面較平靜，將超市貨架的食物搶購一空，計劃未來幾日如無必

要也不踏出家門。有商戶擔心遊行終會爆發激烈衝突，引發混亂場面，

不排除當日會暫停營業，但相信短期內生意勢必雪上加霜。

星期日發生的「白衣
人」暴力事件，令元朗
居民的生活大受影響，
有即將應考中學文憑試
的學生指事件令學校暫

停所有活動，原定的補課亦要取
消，擔心教學進度被拖延影響備
試，有居民更因為是次事件而暫時
不敢乘坐西鐵。顯然居民是暴力事
件的最大受害者，他們呼籲參與周
六「光復元朗」的遊行者保持克
制，避免發生衝突。
即將升讀中六的李同學表示，周
日原本想與同學到商場行街，但在
附近見大批「白衣人」，決定即時
乘車回家，避免捲入衝突。他說，
學校在星期日的暴力事件後暫停所
有活動，原訂的補課亦不知何時可
以進行，擔心會影響備戰文憑試的
進度。
中學生林同學則指，事件發生後

很多商店一度暫停營業，昨日區內
的超級市場甫開門，已有居民將貨
架上的食物搶購一空，未來幾日也
會減少出街。「我都會留在家中唔
使斷糧！」
她批評，「白衣人」的暴力行為
不能接受，並期望計劃參與周六遊
行的市民要保持冷靜，最擔心持不
同立場者爆發衝突，令居民無辜受
影響。
不少居民亦因為事件而提早回

家。廖先生直言，周日的暴力事件
令他對區內治安感到憂慮，現在外
出會盡早回家，避免晚上遇到突發
情況時，因街上路人太少而求助無
門。
居民陳小姐更指，暫時不敢在晚

上自行回家，「外出都不會再坐西
鐵，這兩天回家都改乘可以直接到
達家門的巴士或的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居民人心惶惶盼示威者克制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重案組
探員昨日繼續就西鐵元朗站、元朗南邊圍
村的暴力事件展開追查，繼前日分別在天
水圍天悅邨、天澤邨、麗湖居，以及元朗
大棠村、雍翠豪園和八鄉錦上路蓮花地，
合共拘捕6名（24歲至54歲）涉案男子

後，昨日再拘捕5名涉案男子，部分人有
黑幫背景，令涉嫌非法集結的被捕人數增
至11人。在昨日被捕者中，包括一名居
住屯門麒麟圍的姓陳（39歲）無業男
子，以及一名姓鄧（51歲）在機場準備
離境的涉案男子。

元朗事件再拘5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在元朗暴力
事件發生期間，有遇襲者及市民投訴未能打通
999報案中心，警方昨日解釋，他們留意到當
日有人在網上討論區號召一齊打999報案，結
果在暴力事件發生期間，新界北999報案中心
3小時內有逾2.4萬個報警電話，比平日一天的
數量多9倍。

警方發言人劉肇邦警司解釋，新界北總區
999報案中心每日平均收到2,500個求助電話，
但本周日（21日）由晚上10時半至翌日凌晨1
時半，短短3小時內共收到逾2.4萬個求助電
話，平均1分鐘多達133個，數目遠超負荷，
希望大家諒解這個特殊情况。
他續說，警方未來會研究有何改善方法，

確保市民可以在任何緊急情况下，都可以與
警方聯絡。
劉肇邦續說，警方為全面調查西鐵元朗站

內的暴力事件，呼籲未報案傷者盡快致電
3661 3344或9460 0523與新界北總區重案組
聯絡，讓警方掌握更多證據，務求將施暴者
繩之以法。

有人號召玩報警 3小時2.4萬CALL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本周日西鐵元朗站發生「黑白大
戰」，其中部分白衣人被指來自
元朗和屯門的圍村，昨日有傳南
邊圍、西邊圍及良田村有光纖電
箱懷疑遭人惡意剪斷，破壞光纖
電纜報復。
由村民在上載到互聯網的圖片

所見，光纖電箱內一條白色包膠
的光纖線明顯被剪斷。據了解，
涉事光纖電箱在南邊圍村外，因
用戶發現寬頻服務出現故障而揭
發事件，但電箱無被撬痕跡及仍
然上鎖，不排除犯案者持有光纖
電箱鎖匙。
上載者留言：「……三隻PC-
CW上網櫃被剪光纖，大佬你咁識
玩又有鎖匙關我電咪算囉，做乜

要咁搞×我呢？……」事後經電
訊盈科技術人員搶修後，昨日中
午服務已恢復，但未有人報警。

南邊圍被剪光纖
疑「內鬼」所為

■網上圖片所見，光纖電箱內一條
白色包膠的光纖線明顯被剪斷。

■警方昨晚再
到元朗一帶娛
樂場所進行查
牌。圖為探員
到炮仗坊一間
麻雀館巡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元朗大馬路往日人流暢旺。 資料圖片

■「白衣人」暴力襲擊事件發生後，居民減少外出，平日人來人往的元朗大馬路及商場變得冷冷清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