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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城點火頭 縱火早有預謀
暴徒在西環節節敗退後暴徒在西環節節敗退後，，於昨晚於昨晚88時許時許
將戰線延至上環西港城將戰線延至上環西港城，，並將暴力再一步並將暴力再一步

升級升級。。他們在攻擊中聯辦他們在攻擊中聯辦、、西區警署的警方防線無果後西區警署的警方防線無果後，，退退
守至上環永樂街守至上環永樂街，，並用垃圾桶載滿雜物燃起火頭並用垃圾桶載滿雜物燃起火頭，，被附近居被附近居
民喝止民喝止；；惟他們卻未有收斂惟他們卻未有收斂，，反指反指「「要起火就去大街要起火就去大街」。」。
眾暴徒之後在西港城點燃裝滿紙皮的手推車眾暴徒之後在西港城點燃裝滿紙皮的手推車，，更推向警方更推向警方

防線防線。。警方馬上射出兩枚催淚彈警方馬上射出兩枚催淚彈，，更直斥他們更直斥他們「「暴徒暴徒」。」。經經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證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證，，暴徒於較早時間已在網上表明要用火暴徒於較早時間已在網上表明要用火
做防線做防線，，可見縱火是早有預謀可見縱火是早有預謀。。
警方其後發表聲明警方其後發表聲明，，指示威者在多處地方縱火指示威者在多處地方縱火，，嚴重威脅嚴重威脅
在場人士的人身安全在場人士的人身安全。。警方予以嚴厲譴責警方予以嚴厲譴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多渠道獲金援多渠道獲金援 暴徒裝備升級暴徒裝備升級

一個多月以來，暴徒發動暴力衝擊的頻率越
來越高，而所穿戴的暴力裝備也明顯「升呢」
（升級）。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昨日的「西環衝
擊」及前日的「元朗衝擊」現場所見，幾乎所
有暴徒都配備頭盔、眼罩、「豬嘴」（防毒面
具），不少人更是一身「從頭武裝到落腳」的
「標準衝擊裝備」，手上並持有行山杖、鐵通
等兇器，因此暴力程度也越來越狠。有知情者
透露，整套「標準裝備」價值不菲，差不多要
800元左右。在元朗衝擊前，有神秘的「物資
組」一早用十餘輛小型客貨車將各種物資提前
運到現場。據悉，暴徒獲得多個資金來源提供
「物資」，其中相當一部分資金是由大學的學
生會提供。

擁車隊運送「作戰物資」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多次衝擊都有「物資
隊」負責現場物資分配，而裝備一次比一次
多，一次比一次升級。知情者透露，在7月27
日中午12時左右，有三架私家車率先抵達元朗
西鐵站一帶徘徊，有前線「物資隊」成員透
露，這幾輛私家車其實是「先頭部隊」，只帶
有極小量物資在車上，負責探路及了解警方的
部署。當天，「先頭部隊」就發現西鐵站一帶
的停車場都有警察把守，難以安排更多的車隊
入內落貨，便向之後的車隊發出指示，要求將
「作戰物資」分散在元朗及朗屏一帶落貨，再

用手推車運往「主戰場」（如元朗大馬路、南
邊圍、西邊圍等地）。
「物資隊」把裝備運到前線及多個西鐵站出

口，隨即有人即場派發，現場所見，這些「抗爭
裝備」非常齊全，包括頭盔、俗稱「豬嘴」的防
毒面罩、眼罩、雨傘及金屬製的行山杖等，部分
物資站更有自製盾牌及鐵棍提供。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現場所派發的絕大部

分物資是全新未拆包裝，幾乎所有參與行動的暴
徒步出西鐵站便獲發一套完整裝備，當拿完裝備
便在附近的暗處更換衣物「上裝」，並根據指示
衝到前線參與暴力衝擊。

全身標準裝備800元起
在元朗大馬路衝擊現場，幾乎所有暴徒都至少

有「裝備三寶」（頭盔、眼罩、豬嘴），有不少
人更「全套裝備」（頭盔、眼罩、豬嘴、護肘、
護膝、浮板（盾牌）等），而大多數人手中不是
拿着行山杖就是拿着鐵通。據了解，全套標準衝
擊裝備的價格竟高達800元左右（見表），而在
警方清場後，地面遺留大量裝備的包裝，大量
「豬嘴」包裝盒散落在西鐵站一帶。至晚上，大
批暴徒潰退逃離現場，為避免在逃跑時被警方查
問發現，暴徒就把身穿的裝備隨處棄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在附近一帶的公廁、垃圾

桶及公園都有大量裝備，下次再參與行動時又會
獲發新裝備。成百上千的暴徒對這些裝備即用即
棄，可見「物資隊」的資金非常充足。而在昨日
（28日），再有大批暴徒在港島西藉集會後再發
起暴力衝擊前，「物資組」也在各路口向暴徒派
發全新裝備。

煽暴者組「武裝自衛隊」
據了解，「物資隊」的資金來源有數個，其中

之一是由大學學生會提供。最近兩個月，城市大
學、浸會大學、香港大學及科技大學的學生會都
宣佈撥款支援「反修例運動」，4個學生會共撥款
333萬，明言會用作購買抗爭物資。不過，據物
資隊成員透露，4個學生會只提供資金及裝備，沒
有參與「物資隊」運作。
此外，有煽暴者招攬前線暴徒組成「民間武術

自衛隊」，以自衛名義明目張膽組建武裝暴力隊
伍，煽暴者更提供大量裝備予隊伍成員。727當
日有數百名「暴力隊」成員在衝擊現場穿插，
「暴力隊」成員都配備「豬嘴」等裝備，更每人
配有一塊木盾，盾上更印有「自衛隊」的名稱，
非常高調，打算在衝擊行動現場招攬更多人在前
線加入，擴充勢力，準備未來大量暴力衝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張超雄全副武裝到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區諾軒（右）與黃之鋒在場支持示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許智峯持大聲公滋擾警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內容 價格（港元）

頭盔 200

眼罩 50

豬嘴（防毒面具） 150

護肘及護膝 150

浮板（盾牌） 100

金屬行山杖 150

總額 約800元

全套裝備價格不菲

「港獨」分子劉頴匡申請昨日於上環遊行被警方拒絕，只批准於中環遮打花園集會，但大批暴

徒再一次無視警方決定，兵分多路佔據銅鑼灣、灣仔、中上環及西環等多條馬路非法集結，更將

街上的路牌、鐵欄與磚頭等公物拆爛充當武器，衝擊警方防線及肆意破壞。當中有暴徒往灣仔警

察總部、金紫荊廣場及銅鑼灣等地鬧事；一批暴徒更以「有警察在德輔道中截停一輛私家車」為

由衝出德輔道中，企圖再一次圍堵及衝擊中聯辦。警方則及早佈防，在多次警告下果斷執法，施

放多枚催淚彈將非法集結者驅離。惟暴徒其後在中上環一帶集結，晚上與警方爆發巷戰，警方再

施放多枚催淚彈並出動防暴警察清場，並拘捕多名暴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一班暴徒昨日再一次以「集會」為名，搗亂為實。一批集會者昨
日約下午4時半離開遮打花園，往上環方向推進，帶頭者手持黑旗。
他們前往上環期間，不斷高呼「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等口號，其
間一度出現意見分歧，有人欲往中區警署挑釁，但帶頭者則高呼：
「我們的目標是中聯辦！」一班非法集結者最終繼續向中聯辦方向
推進。不過，警方早已在中聯辦前的路口設下防線，非法集結者便
在與警方相距約50米的位置以雨傘、鐵欄等物品築起防線，與警方
對峙。
接近6時，有暴徒突然發難，向警方投擲雞蛋，其後警方向前推進

至相距約20米，並於短時間內先後出示黃旗、紅旗及黑旗，呼籲非
法集結者盡快往中環方向離開。不過，非法集結者未有理會，警方
多次施放催淚彈並慢慢將防線推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警中聯辦前佈防 催淚彈抗衝擊

網上流傳有小朋友在衝突現場被催淚氣體弄致不適的相片網上流傳有小朋友在衝突現場被催淚氣體弄致不適的相片。。有暴徒藉有暴徒藉
此批評警方驅散時濫用催淚此批評警方驅散時濫用催淚彈彈。。不過不過，，多名網民完美反駁多名網民完美反駁：「：「想歸咎就想歸咎就
譴責示威者譴責示威者（（暴徒暴徒），），唔好又屈警方唔好又屈警方」、「」、「點解果點解果（（嗰嗰））度咁亂仲帶個小度咁亂仲帶個小
朋友過去朋友過去？？個家長咩心態個家長咩心態？」？」又質疑暴徒又質疑暴徒：「：「小朋友出事又小朋友出事又（（想想））推卸推卸
（（責任責任））給政府給政府。」。」更有網民質疑究竟那小朋友是否親生更有網民質疑究竟那小朋友是否親生，，否則一定不否則一定不

會這樣會這樣「「虐待虐待」」兒童兒童。。

指不應將子女置於危險指不應將子女置於危險
網民網民「「Mei Mei WongMei Mei Wong」」認為認為，「，「明知該處危險明知該處危險，，父母還要帶去父母還要帶去？？就算是要回家就算是要回家

都會避下吧都會避下吧！」「！」「Kitty LauKitty Lau」」說說：「：「不論是路過定身教不論是路過定身教，，做父母嘅唔應把子女置身做父母嘅唔應把子女置身
於危險當中於危險當中。」。」Katrina LimKatrina Lim一語道破一語道破：「：「咪又係推比咪又係推比((畀畀))警察話點解要放催淚警察話點解要放催淚
彈彈！」「！」「Sarah CheungSarah Cheung」」直斥直斥：「：「千其千其((祈祈))唔好話警察放催淚彈唔好話警察放催淚彈，，令到自己子女中令到自己子女中
彈彈，，冇人迫他們帶子女去冇人迫他們帶子女去！」！」最搞笑係最搞笑係「「MoMo HoMoMo Ho」」反問反問：「（：「（那小孩那小孩））唔係親唔係親
生生？」？」不過其實就算唔係親生只係養子不過其實就算唔係親生只係養子，，都唔係咁養呀都唔係咁養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文森

■■有暴徒持弓箭攻擊警方有暴徒持弓箭攻擊警方。。

■■有暴徒手持自製汽油彈準備有暴徒手持自製汽油彈準備
攻擊攻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網傳有小朋友在現場被催淚彈弄致不
適。 fb截圖

帶小朋友入危險區
網民：家長咩心態？

■■暴徒以彈弓射擊警方暴徒以彈弓射擊警方。。 法新社法新社

■■暴徒將煙霧彈扔向警方防線暴徒將煙霧彈扔向警方防線。。 美聯社美聯社
■■暴徒在林士街停車場外天橋築起防線與暴徒在林士街停車場外天橋築起防線與
警對攻警對攻。。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投彈縱火投彈縱火 ■■有暴徒用自製燃燒彈投向西港城後門有暴徒用自製燃燒彈投向西港城後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獨人」劉頴匡煽暴 涉慫恿非法遊行
 &

四圍放火四圍放火

「「我唔可以離開㗎我唔可以離開㗎！！離離
開就會被拉開就會被拉（（拘捕拘捕）。）。但但
係我唔反對大家去西環行係我唔反對大家去西環行
街街！」！」昨日在中環遮打公昨日在中環遮打公
園舉行集會的搞手園舉行集會的搞手、「、「獨獨

人人」」劉頴匡多次在台上嗌咪暗示劉頴匡多次在台上嗌咪暗示，，不斷不斷
煽動在場者參與非法遊行集結煽動在場者參與非法遊行集結，，並並前往前往
圍堵圍堵「「西環西環」（」（中聯辦大樓中聯辦大樓）。）。
昨日下午三時許昨日下午三時許，，劉頴匡申請獲批的劉頴匡申請獲批的

遮打公園集會開始遮打公園集會開始，，但明顯地但明顯地，，劉頴匡劉頴匡
並不在乎這次所謂集會活動並不在乎這次所謂集會活動，，他在講話他在講話
時除了不斷陳腔濫調地指責警方時除了不斷陳腔濫調地指責警方「「濫用濫用
暴力暴力」」外外，，最多的就是慫恿到場者離開最多的就是慫恿到場者離開
集會地點到其他地方集會地點到其他地方「「行街行街」（」（遊遊
行行），），但大多數到場者並不為所動但大多數到場者並不為所動。。
此時此時，，剛好一輛私家車不小心駛入遮剛好一輛私家車不小心駛入遮

打道打道「「周日禁區周日禁區」」範圍範圍，，劉頴匡見狀劉頴匡見狀，，
就藉機走出遮打公園就藉機走出遮打公園，，假裝與數名在場假裝與數名在場
維持秩序的警察維持秩序的警察「「理論理論」，」，並越走越並越走越
遠遠，，如此吸引了大批傳媒和集會者跟隨如此吸引了大批傳媒和集會者跟隨
他離開他離開，，劉頴匡見狀劉頴匡見狀，，又大聲暗示說又大聲暗示說，，
「「你哋可以走㗎你哋可以走㗎，，可以向東走可以向東走，，也可以也可以
向西走向西走。」。」在劉的不斷催促及暗示下在劉的不斷催促及暗示下，，
大批黑衣人於是分別向銅鑼灣方向及向大批黑衣人於是分別向銅鑼灣方向及向
西環方向走去西環方向走去，，而在路旁而在路旁，，早有一批戴早有一批戴
着頭盔口罩的黑衣人加入着頭盔口罩的黑衣人加入。。

煽人煽人「「行街行街」」自己躲公園自己躲公園
在回到現場後在回到現場後，，劉頴匡再次煽動到場劉頴匡再次煽動到場

者跟隨早前向東向西的者跟隨早前向東向西的「「行街者行街者」」選擇選擇

離開方向離開方向。「。「我唔會離開㗎我唔會離開㗎，，我一離開我一離開
警察隨時會拉我警察隨時會拉我，，告我非法遊行告我非法遊行。。不不
過過，，大家可以自行離開去大家可以自行離開去『『行街行街』。」』。」
劉頴匡故意把劉頴匡故意把「「行街行街」」兩字說得很重兩字說得很重，，
顯然是在暗喻着什麼顯然是在暗喻着什麼。。
至下午至下午55時左右時左右，，雖然遮打公園仍屬雖然遮打公園仍屬

合法的集會時間合法的集會時間，，但劉頴匡宣佈但劉頴匡宣佈「「大大
台台」」不再會發表講話不再會發表講話，，這就等於集會實這就等於集會實
際上已停頓際上已停頓，，但劉頴匡卻仍不肯離開但劉頴匡卻仍不肯離開，，
而是與女友黃于喬及一批工作人員無聊而是與女友黃于喬及一批工作人員無聊
地坐在公園內看手機打發時間地坐在公園內看手機打發時間。。直至晚直至晚
上上1010時時3030分左右分左右，，一直坐在一旁翻看一直坐在一旁翻看
手機的劉頴匡才站起身指示工作人員收手機的劉頴匡才站起身指示工作人員收
檔檔。。不久不久，，多輛私家車陸續駛抵公園附多輛私家車陸續駛抵公園附
近近，，差不多來回十多架次才將集會用品差不多來回十多架次才將集會用品
及大批在場收集的物資拉走及大批在場收集的物資拉走。。此時此時，，劉劉
頴匡才施施然與女友前往大會堂停車場頴匡才施施然與女友前往大會堂停車場
乘另一輛私家車離開乘另一輛私家車離開。。不過此時不過此時，，一批一批
涉嫌受他慫恿暗示而向西行的黑衣人涉嫌受他慫恿暗示而向西行的黑衣人，，
正受到警方的嚴厲清場正受到警方的嚴厲清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劉頴匡藉故走出遮打公園與警察理劉頴匡藉故走出遮打公園與警察理
論論，，藉此慫恿示威者參與非法遊行藉此慫恿示威者參與非法遊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昨日暴徒搗亂期
間，灣仔中邦商業大廈三
樓突然起火，更燒着棚
架。民建聯灣仔支部委員
穆家駿在社交網站發文表
示，事發後即時聯絡旁邊
大廈的法團前主席了解情
況，引述她所說消防車到
場後發現，原來因軒尼詩
道被暴徒鐵馬阻撓，延誤
了消防車進入救火。幸火
勢已基本受控，只是棚架
上較多易燃物，一直由三
樓往上燒，但火警原因未
明。穆家駿表示，希望無
人受傷。

暴徒鐵馬擋路 阻消防車救火

◀灣仔中邦商業大廈昨晚
起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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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麒在場「視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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