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昨日所謂「旺角再遊行」期間，有部分激進分子沿彌敦
道遊行至尖沙咀碼頭。一名身穿黑衣的蒙面青年在其同

黨的雨傘遮擋下，將尖沙咀碼頭「五支旗杆」上的國旗拆
下，其後有人將塗污了的國旗丟到海中。該批激進分子還在
場宣讀「獨立宣言」。其後，激進分子還圍堵尖沙咀警署，
更肆意縱火及以磚頭施以攻擊。

梁批惡行必引發全國憤慨
梁振英昨日在fb發帖，批評有狂徒將尖沙咀天星碼頭的國

旗卸下並丟入海中，「此舉必將引起全國人民極大憤慨，我
作出最強烈的譴責，並請全港市民提供資料，全力協助緝捕
狂徒歸案。」
他其後再發帖：「我懸賞港幣壹百萬元任何公眾人士向警

方提供線索，緝捕今天在天星碼頭將國旗丟入海中的狂徒，
一經法庭定罪，可得此賞格。」

王惠貞促依法懲處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暴徒多次公然以塗污、踐
踏等方式侮辱國徽或國旗，損害國家尊嚴，是絕對不能接受
的，她對此予以最強烈的譴責，並要求特區政府和警方依法
懲處犯法者。

蔡毅促起訴違法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毅強調，國

徽和國旗是國家的象徵，香港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任何
一個香港人都要遵守《國旗及國徽條例》。他對有暴徒一而
再、再而三地公然損污國旗和國徽感到非常憤怒，並強調國
家的尊嚴不容侵犯，要求警方依法拘捕和起訴有關犯法者。

吳換炎批泯滅良知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強調，國旗

代表國家的尊嚴、統一及領土完整，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的一

分子，也有責任維護國旗的尊嚴，但暴徒無視國家尊嚴，將
國旗丟入海中，是任何一位中國人都不能夠接受和包容的，
有關人等泯滅良知，根本不配做個中國人。

簡松年斥暴力升級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會主席簡松年指，示

威者的暴力行動不斷升級後，更從衝擊中央駐港機構、塗污
國徽再到踐踏國旗，顯示暴徒已將對抗目標從特區政府延伸
至中央政府，故意挑釁中央政府的容忍度，目標是逼中央出
手並引發國際輿論。他要求香港警方不應再姑息和容忍，應
加大執法力度。

胡劍江責傷國人心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鑽石總會副主席胡劍江批評暴徒公然

地踐踏國旗，嚴重挑戰中央威權和損害國家尊嚴，更傷害了
全球華人的愛國心，他希望港人尊重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
法，不要做出違法之事。

馬浩文批挑戰底線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會長馬浩文對暴

徒踐踏國旗感到非常憤怒，強調完全不能接受。他批評暴徒
並非表達訴求，而是有目標地與中央政府對抗，試圖挑戰國
家底線。他強烈要求警方一定要加強執法力度，不能讓犯法
者得逞。

罪成可判囚3年
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第七條「保護

國旗、國徽」，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
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或國
徽，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五級罰款及監禁3
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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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陳川）在昨日所謂旺角遊行期間，一批激進分子偏離原有路線前

往尖沙咀，更將天星碼頭旁「五支旗杆」原本掛上的中國國旗拆下丟下海，更以自備的旗杆升起

「香港獨立」旗。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強調，國旗代表國家的尊嚴、統一及領土完整，國家的尊嚴

不容侵犯，要求特區政府和警方不能容忍和姑息，必須加強執法力度，拘捕和起訴有關犯法者。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更懸紅一百萬元，表示任何公眾人士向警方提供線索，緝捕將國旗丟入海

中的狂徒，而狂徒一經法庭定罪，即可得此賞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香港各建制
派主要政黨昨日發表聲明，批評塗污國旗、
掛上「港獨」旗的行為嚴重損害國家的主權
和尊嚴，衝擊一國底線，已超出國家的底
線。他們對此感到極度憤怒，作出強烈譴
責，並要求警方嚴肅跟進。

民建聯支持警果斷執法
民建聯發表聲明，對激進分子此等嚴重損

害國家的主權和尊嚴的行為感到極為憤怒，
作出強烈譴責，並要求警方嚴肅跟進。
他們並批評有人蓄意不按原定路線遊行，

堵塞紅隧及九龍區多條主幹道，紅隧來回方
向更需要全面封閉，嚴重影響普羅大眾的正

常生活；他們又圍堵尖沙咀、旺角和黃大仙
警署，又不斷作出挑釁和危害警方安危的舉
動，包括塗污警署外牆，在門外縱火，甚至
用巨型橡筋向警署射磚，令警署內多架車輛
被毀。
民建聯批評，示威者幾近瘋狂的行為，不

但破壞法紀和社會秩序，更對警員構成嚴重
人身安全威脅，為此，民建聯對有關人等予
以強烈譴責，並支持警方果斷執法，恢復社
會秩序。

工聯批策動者禍港繁榮
工聯會亦對蒙面黑衣「港獨」分子在尖沙

咀碼頭旗杆處拆除國旗棄置旁邊海港，污損

國旗更在旗杆處寫下「港獨」主張的罪行予
以最強烈的譴責，批評暴徒所為已超出國家
底線，令人髮指。警察必須嚴正執法，將狂
徒繩之以法。
在嚴厲譴責此種挑戰國家尊嚴的行徑的

同時，工聯會譴責在背後策動者，譴責他
們利用年輕人衝擊國家權威，衝擊一國底
線，破壞「一國兩制」，危害香港穩定繁
榮。
針對有暴徒在尖沙咀警署外縱火，工聯會

指出，全港市民都透過新聞報道看到示威者
假借和平示威之名，實際有預謀、有計劃肆
意破壞香港安寧的惡行。「香港有識之士，
真正熱愛香港和平的市民，應團結一致對此

種局勢說：不！絕對不能容忍！」工聯會要
求特區政府嚴正執法，追究到底，以維護國
家的尊嚴和香港的安寧。

吳秋北斥公然「宣戰」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在fb發帖，直指破壞國
旗國徽是明目張膽對國家的挑釁，是一種
「宣戰」，「不要錯判形勢，別低估愛國群
眾捍衛國家尊嚴的意志和手段！對此惡行必
定追究到底！」

新民黨籲盡快繩之以法
新民黨發表聲明，對有關人等塗污國旗更

被懷疑丟下海予以最強烈譴責。「此等行為
無法無天，不僅觸犯《國旗與國徽條例》，
更是刻意侮辱及挑戰國家主權，新民黨同時
呼籲警方盡快將作出該等行為的暴徒繩之以

法。」

盧偉國批「無法無天」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批評，侮辱國旗行為

「無法無天」，戳破所謂和平示威表達訴求
的謊言，證明在示威人群中有部分極端分子
意圖破壞「一國兩制」，擾亂香港社會秩
序，「以和平示威為名，行暴亂之實。」

姚思榮斥惡行打擊旅業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表示，香港是中

國的一部分，國旗是國家尊嚴的體現。部分
示威者不尊重國旗和國家，令大部分愛港愛
國的香港人感到非常憤怒。此類行為更嚴重
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並進一步打擊旅遊業
及相關行業，包括酒店業、景區、會議展覽
活動等。

衝擊一國底線 建制強烈譴責

■■暴徒公然揮舞美國國旗暴徒公然揮舞美國國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涵）旺角昨日
的所謂「和平集會」再次演變成暴力衝
擊。就在當日下午的集會上，縱暴派議
員毛孟靜、張超雄、鄺俊宇紛紛露面，
聲稱民眾要「實實在在多謝戴頭盔、戴
口罩的年輕人」，「要感謝他們的流血
抗爭」，「要保護他們」云云。多位建
制派立法會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批評縱暴派議員煽動暴力、美化暴
力、包庇暴力，斷送香港這麼多年建立
的法治根基，必須譴責。他們強調，現
在香港的首要工作就是停止暴力，停止
鼓吹人使用暴力，維護秩序和法治，才
是解決香港問題的第一步。

公然煽民眾挺暴徒
在昨日的旺角集會中，縱暴派議員
毛孟靜竟公然鼓動民眾支持暴徒，聲
稱「我們要實實在在多謝戴頭盔、戴
口罩的年輕人」，「一定一定不能
（與年輕人）割席」；鄺俊宇就煽動
民眾保護暴徒，又提及所謂「兄弟爬
山」；張超雄則聲稱「我們必須要繼
續抗爭」云云。

陳克勤批顛倒是非
對此，立法會議員、民建聯副主席

陳克勤直言，反對派議員的講法完全
是顛倒是非黑白。他批評，毛孟靜
「選擇性」失憶，沒有看清楚在這兩
個月的數次示威衝突中，正是有些戴
口罩、戴頭盔的黑衣人帶頭使用暴
力，包括拆卸欄杆、衝擊立法會、襲
擊警察等阻礙社會治安的行為實在太
多，「她（毛孟靜）的說法是包庇暴
力、包庇罪行。」
他指出，和平示威表達訴求本來是

絕對沒有問題，希望年輕人能夠和平
地跟相關官員表達意見，而特首亦已
提供了溝通平台，希望大家在沒有前
設的情況下溝通、討論。

何俊賢促停止暴力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直言，在整個修例

風波期間，反對派議員沒有盡到作為議
員的責任，沒有成為市民與政府溝通的
橋樑。他認為，香港賴以成功的核心價
值是法治，「不論政治立場左中右，都
不能夠使用暴力，都應該正確作出符合
人、符合香港價值的選擇。」
他批評，香港之所以這麼亂，是因

為連宣揚法治精神的能力都已失去，
「因為代表着香港立法會、法治的最
高機關的議員都盡量將法治模糊，將

香港這麼多年的根基慢慢斷送。」而
縱暴派議員如果講得出支持使用暴力
的話，則證明他們完全不知道香港賴
以成功的基礎是什麼，或者他們本身
的價值觀都是錯的。
他認為，如果真的希望香港好，為

香港平安發展、市民安居樂業，甚至
爭取民主道路，第一個要做的就是停
止暴力，停止鼓吹這些人上街，停止
美化暴力，「現在已經不是抗爭，是
打砸搶的暴亂。」惟縱暴派還要將和
平示威與暴力行為合起來說，造成了
部分市民意識上的模糊。「同情是不
能解決香港問題的，秩序和法治才是
解決香港問題的第一步，而警察是代
表我們法治的第一步。」

盧偉國責煽風點火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批評，反對派議

員就一路在煽風點火、挑起暴力，令
人非常憤怒，「一定要譴責這樣的惡
行。」他指出，香港以往的示威遊行
本來是和平的，但這段時間的示威全
部都以暴力收場。「往往和平示威的
結束就是暴力行動的開始，甚至是日
益升級。」而這些暴行已經是越來越
無法無天，也嚴重影響市民生活和生

計。他形容，現在反對派議員是為暴
力「歌功頌德」、表揚暴力，這是一
定要大力譴責的。
他續說，近日警方破獲的炸藥、各種
武器，連「港獨」陳浩天都涉嫌在內，
又被搜出多種武器及「含大麻成分精
油」，且他們的活動本來對經濟民生都
有不良影響，他們還要不斷升級，他相
信，違法者必然要受到法律制裁，更希
望市民能夠認清反對派的真正目的，譴
責他們惡劣的行徑。

郭偉強憂禍及青年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表示，反對派其實

還是想將香港「打死結」。他指出，修
例已經停止，但反對派不僅沒有停止暴
力行為，反而還繼續美化暴力，甚至將
年輕人當作擋箭牌，讓年輕人很大機會
因此被控或失去前途。「停止暴力是很
多真真正正香港市民的想法，但是有人
現在騎劫市民意見，同時也不停升級暴
力，肆無忌憚地挑釁警方，我們很擔心
這個局勢。」
他續說，社會隨時歡迎年輕人參

與、出謀獻策，暴力不但解決不了問
題，只會將問題加深。「爭拗人人都
會，停止爭拗才是個學問。」

縱暴政棍煽搞激 政界批毀港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再有暴徒藉遊
行示威之名在旺角及尖沙咀滋事，包括堵
路、破壞公物、縱火、包圍警署、堵塞紅隧
等。在旺角遊行起點晏架街一帶的食肆、涼
茶舖、地產舖、洗衣店及五金舖等早已紛紛
落閘。旺角道的豪華戲院落下部分閘門，只
售即場戲票，附近食肆、便利店、藥房等都
已經關門。暴徒其後去到尖沙咀，區內商場
店舖都陸續關門，尖沙咀的酒店亦已落閘。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現場所見，旺角各

大商場都已落閘，包括銀行中心、信和中心
等，而朗豪坊的地面出入口都全部鎖上，僅
開放連接地鐵的出入口。新填地街有店舖職
員表示，平日關門時間為晚上7時半，因擔心

爆發衝突沒有交通工具回家，故決定提早關
門，因客人數量不多，估計對生意影響不
大。

珠寶店憂損失難以估計
在彌敦道的連鎖珠寶店的職員表示，已知

道昨日旺角會進行遊行，觀察到旅客明顯減
少，當時仍然有客人在內，故未能即時把閘
落下關門，及後會視乎情況決定關門與否，
損失暫時難以估計。職員指，該連鎖珠寶店
位於旺角的其他分店都已經關門。
昨日旺角遊行於下午4時在晏架街出發，但

參與者並沒有跟隨獲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
書」的路線進行合法遊行，而是從旺角道轉

入新填地街，不久突然折返旺角道，繼而向
尖沙咀方向繼續非法集結，沿途有建制派議
員的橫額被破壞，其間有不少暴徒分別舞動
美國、英國及港英龍獅旗。

前「熱血公民」疑售全副武裝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採訪期間發現，位於旺

角道與廣東道交界有招牌為「國難五金」的
店舖叫賣「福袋」，而且分為初階及高階，
售價分別為10元及499元。香港文匯報記者
發現其「福袋」實為暴徒衝擊的裝備，包括
頭盔、眼罩、口罩等，而該店舖更聲稱有
「學生餐」供應云云。據悉，該店舖的負責
人為前「熱血公民」成員李政熙。
來自浙江的旅客邵小姐表示，她是第一次來

港，並不知悉會有遊行，原本想進入商場內購
物，但地面出入口全部被鎖上，感到非常不便。

來自菲律賓的KING表示，早前已經知道
會有遊行，但父母在旺角居住，若不是要前
來探望他們，都不會來到旺角。
暴徒其後陸續到尖沙咀非法集結，美麗華

商場雖仍然開放，但商場內的店舖於晚上6時
許已陸續關門。至晚上7時許，位於尖沙咀的
酒店亦已落閘。

暴徒肆虐旺尖 商戶落閘避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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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受影響落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朗豪坊落閘朗豪坊落閘。。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毛孟靜在集會中公然鼓動民眾支持毛孟靜在集會中公然鼓動民眾支持
暴徒暴徒。。 毛孟靜毛孟靜fbfb圖片圖片

■鄺俊宇
在集會中
挺暴。
短片截圖

■■暴徒在彌敦道縱火暴徒在彌敦道縱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尖沙咀警署內有車輛被暴徒尖沙咀警署內有車輛被暴徒
損毀損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暴徒破壞尖沙咀警署內車輛暴徒破壞尖沙咀警署內車輛。。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