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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實習記
者 楊曉瑩）有網民發起本周日（11日）
下午1時於「港島東遊行」，聲稱以銅鑼
灣維園為起點，終點為北角渣華道遊樂
場，由於早前的遊行演變成暴徒圍攻15
間警署，加上北角曾爆發群毆，北角警
署有機會再度淪為攻擊目標。警署昨天
開始全面加強防備，在北角警署外掛起8
層樓高的防護網，加置大型水碼，防止
暴徒飛磚、射鋼珠大肆破壞。

北角警署加固防禦
由於北角警署亦是行動部警察機動部

隊基地，而且旁邊有政府合署。加上早
前北角有「黑白武鬥」對峙，因此警方
嚴陣以待，昨日北角警署外，可見有工
作人員在警署對開的渣華道以膠水鞏固
地磚，北角電車總站附近糖水道地磚也
已黏上，避免暴徒掘磚攻擊，另外英皇
道電車路旁早前被破壞的鐵欄，也重新
燒焊加固，防止暴徒拆下作為路障。北
角警署大樓則罕見地出現巨幅防護網，
由低層到8樓辦公室

外牆圍上大幅白色防護網，防止暴徒掟
上的磚頭破窗而入，而報案室及停車場
出入口亦圍上兩米高的水馬戒備。
另外，8月5日當晚北角群毆事件，再

被「縱暴傳媒」質疑警方4小時才到場，
污衊警黑勾結。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
司江永祥（媒體聯絡及傳訊）昨表示，
當晚7時40分警方接報後，已即時由北
角警署調派人員處理，惟當時警署遭受
大批示威者包圍衝擊，人員無法離開警
署；及至晚上8時許，成功調動一輛衝鋒
車趕赴現場，惟途中兩度遭受阻攔，包
括被示威者設置的雜物堵塞道路前進，
更在距離現場數百米時，被數百名示威
者包圍拍打車身及投擲鐵支，為免正面
衝突，警員被迫暫時撤退，結果最終要
到當晚11時才能到達現場處理。江永祥
續指，當日大批示威者以「游擊式」戰
術，在全港範圍四處堵路，以及包圍衝
擊多間警署，一定會影響警力分配和部
署，阻礙警方處理緊急服務，從而影響
有需要的市民。

「游擊」堵路襲警署
阻警制止民鬥民

新屋嶺當內地新屋嶺當內地
暴民腦殘心虛暴民腦殘心虛網蟲盲反執法者網蟲盲反執法者

煽鐳射照眼自殘煽鐳射照眼自殘
塗污鐘樓又打人塗污鐘樓又打人
暴力裝修工過堂暴力裝修工過堂

現年58歲的劉業成，因為作風硬
朗、剛正不阿，有「鋼閘」之

稱。他在1984年加入警隊為督察，
2002年晉升為高級警司，2006年晉升
為總警司，2010年晉升為助理警務處
長。2013年晉升為高級助理警務處長
（行動處處長）。2016年10月，接替
退休的黃志雄，獲委任為警務處副處長
（行動），直至2018年11月榮休。他
在今年6月，曾與多名退休處長級警官
致信給警隊，為備受壓力的同袍打氣。

破天荒3位副處長 專職平亂
如今警隊面對有史以來最大的挑戰，
需要增添平亂的大將，退休8個月的劉
業成亦將披甲上陣。據了解，劉業成今
晨10時，會在警察總部與各總區、警
區和部門指揮官見面了解當前形勢。有
警隊中人預料，劉業成無「包袱」，很
可能會採取更嚴正、更強硬的手段應對
未來的局勢，也會對警隊士氣起到一定
的提振效果。
消息指，劉業成今次的臨時任期最長
6個月，此舉在警隊是無先例，即警務
處同時有3名副處長，包括副處長（行
動）鄧炳強及副處長（管理）郭蔭庶。
據了解，由於預料面對的可能是一場持
久戰，涉及的警務工作會更加廣泛，現
時的兩位副處長要應付更繁重的工作，
為更集中、更有效指揮平亂行動，重召
有經驗的劉業成歸隊「專職幫拖」，會
使警力部署和戰術更有效發揮。

熟指揮受敬重 獲「三歡呼」歡送
在劉業成的警隊歲月中，他曾統籌多
個大型行動，指揮經驗豐富，包括處理
國家領導人訪港的反恐保安工作。在處

理大型示威騷亂方面，劉業

成曾多次擔任主將，包括2005年的韓
農示威、2014年的非法「佔領中環」
事件、2016年旺角暴動等。當年在
「佔領」期間，速龍小隊曾在中區龍和
道果斷行動擊敗暴徒。
劉業成在警隊的頭10年，主要在警

區及總部負責刑事偵查工作。1994年
起，先後調任多個政策部及行動單位。
2000年至2003年間，曾借調機場管理
局負責監察香港國際機場航空保安服務
的工作，其工作接觸面相當廣，警隊中
人相信他今次領導大規模的平亂行動，
是非常適合的人選。
2018年，劉業成退休前最後一次以
「二哥」身份任主禮警察學院畢業禮，
致辭時提到將結束長達34年的警察生
涯，感謝警隊栽培，他又提到近年社會
環境趨向政治化，警察工作變得具挑戰
性，寄語畢業學員以專業態度面對外界
意見，虛心聆聽，畢業學警罕有地以傳
統儀式「三歡呼」（three cheers ）歡
送劉業成。
劉業成當時在回顧當年自己處理大型
示威時，曾表示令他感到最不愉快是示
威者罵警察是「黑警」。他強調警隊以
打擊黑社會為目標，一心除暴安良，維
持治安，「怎會是『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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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二哥二哥」」歸隊任副處長歸隊任副處長「「鋼閘鋼閘」」作風振士氣打硬仗作風振士氣打硬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警隊自6月以來在密集的暴

力衝擊下，為維護法治而面對連場惡戰。局勢持續嚴峻下，國務院

港澳辦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日前均指出，香港當前首要任務

是止暴制亂，並堅定支持警隊果斷嚴正執法。為加強執法力量，警

方重召曾處理非法「佔中」、旺角暴動的前副處長劉業成歸隊，臨時

出任負責特別職務的副處長，統籌平亂的「踏浪者行動」，這是警隊

破天荒同時有3位副處長，顯示警方止暴制亂的堅定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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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業成 資料圖片

■警方再度開記招，提醒市民不要滋擾及擾亂社會秩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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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警署加強佈防北角警署加強佈防。。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蕭景源蕭景源））
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因購因購
買買1010支大功率鐳射槍支大功率鐳射槍，，涉嫌藏有涉嫌藏有
攻擊性武器被捕攻擊性武器被捕，，昨晚方仲賢拒絕昨晚方仲賢拒絕
擔保擔保，，獲警方暫時釋放獲警方暫時釋放，，但會繼續但會繼續
就該案進行刑事調查就該案進行刑事調查。。
不過有網民在網上煽動不過有網民在網上煽動「「照眼愚照眼愚

招招」」幫方洗脫嫌疑幫方洗脫嫌疑，，聲稱可用聲稱可用「「鐳鐳
射筆射筆」」照射自己眼睛並拍片照射自己眼睛並拍片，，收集收集
無造成傷害的數據無造成傷害的數據，，來證明來證明「「鐳射鐳射
筆筆」」非攻擊性武器非攻擊性武器，，有眼科醫生警有眼科醫生警
告此舉冒險告此舉冒險、、愚笨愚笨，，有機會對視網有機會對視網
膜造成傷害膜造成傷害，，甚至會致盲甚至會致盲。。

方仲賢拒保候查方仲賢拒保候查
方仲賢被捕後一直留醫方仲賢被捕後一直留醫，，昨日拒昨日拒

絕保釋絕保釋，，獲准離開候查獲准離開候查。。警方指會警方指會
將他管有的鐳射槍送去相關機構檢將他管有的鐳射槍送去相關機構檢
測取證測取證，，繼續刑事調查繼續刑事調查，，同時強調同時強調
採取行動是預防犯罪採取行動是預防犯罪，，以保障公眾以保障公眾
安全安全，，方仲賢購買的鐳射槍有危害方仲賢購買的鐳射槍有危害
性性，，警方由於鐳射槍數量警方由於鐳射槍數量，，及他當及他當
時立即逃跑時立即逃跑，，有合理懷疑有合理懷疑，，因此拘因此拘

捕方仲賢捕方仲賢。。
警方又指警方又指，，案中檢獲方的案中檢獲方的1010支支

鐳射槍時鐳射槍時，，當時並無電池當時並無電池，，因為警因為警
方有需要先進行相關測試方有需要先進行相關測試，，才能決才能決
定控罪及調查方向定控罪及調查方向，，故加入電池故加入電池，，
展示和示範證物也是回應市民關展示和示範證物也是回應市民關
注注，，證明警方的合理懷疑證明警方的合理懷疑。。警方檢警方檢
測證物有詳盡測證物有詳盡、、嚴謹的程序嚴謹的程序，，公眾公眾
無需擔心證物被破壞無需擔心證物被破壞。。
另外另外，，前晚逾千人在尖沙咀太前晚逾千人在尖沙咀太

空館玩鐳射光空館玩鐳射光「「觀星觀星」」支持方仲支持方仲
賢賢，，當晚當晚1010時許有時許有3030餘人餘人「「快快
閃閃」」到柴灣警察宿舍用鐳射筆射到柴灣警察宿舍用鐳射筆射
向大廈外向大廈外牆牆及單位及單位，，警員接報到警員接報到
場時場時，，這批人已逃去無蹤這批人已逃去無蹤。。警察警察
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媒體聯絡媒體聯絡
及傳訊及傳訊））江永祥昨表示江永祥昨表示，，不清楚不清楚
前晚尖沙咀的前晚尖沙咀的「「觀星觀星」」集會中集會中，，
參與者所用鐳射筆的功率參與者所用鐳射筆的功率，，但警但警
方關注到集會是和平進行方關注到集會是和平進行，，鐳射鐳射
光是射向建築物而不是射人光是射向建築物而不是射人，，沒沒
有危害共眾安全及破壞公共秩有危害共眾安全及破壞公共秩
序序，，因此不需要干預因此不需要干預。。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蕭景源蕭景源））
尖沙咀天星碼頭鐘樓前日尖沙咀天星碼頭鐘樓前日（（77日日））
遭黑衣男以黑漆噴字塗污遭黑衣男以黑漆噴字塗污，，有有
男途人見狀勸阻及報警男途人見狀勸阻及報警，，豈料豈料
遭對方辱罵兼動手毆打遭對方辱罵兼動手毆打，，男途男途
人手部骨折受傷人手部骨折受傷，，警員趕至將警員趕至將33
名涉案男子拘捕名涉案男子拘捕。。其中一名裝其中一名裝
修工被落案控以刑事毀壞及嚴修工被落案控以刑事毀壞及嚴
重傷人罪重傷人罪，，昨到九龍城裁判法昨到九龍城裁判法
院提堂院提堂，，他暫毋須答辯他暫毋須答辯，，准以准以
現金保釋候審現金保釋候審，，案件押後至下案件押後至下
月月1919日再訊日再訊。。其餘兩名涉案男其餘兩名涉案男
子扣查後暫准保釋候查子扣查後暫准保釋候查。。
被拘控的裝修工人黎偉邦被拘控的裝修工人黎偉邦、、

3434歲歲，，他被控於本月他被控於本月77日刑事日刑事
毀壞尖沙咀鐘樓外毀壞尖沙咀鐘樓外牆牆，，及於同及於同
日同地非法及惡意使男子李福日同地非法及惡意使男子李福
濱的身體受嚴重傷害濱的身體受嚴重傷害。。同案兩同案兩
名被捕男子分別姓鄺名被捕男子分別姓鄺((2222歲歲))及及
姓陳姓陳((2626歲歲))，，被帶署扣查後暫被帶署扣查後暫
准保釋候查准保釋候查。。
染金髮的被告據悉報稱受染金髮的被告據悉報稱受

傷傷，，一度留醫一度留醫，，至昨午出院至昨午出院，，
先被帶返警署先被帶返警署，，再被警方押解再被警方押解
到裁判法院應訊到裁判法院應訊，，他身穿病人他身穿病人
服服，，左額貼有膠布左額貼有膠布。。辯方稱辯方稱，，
需時拿取相關文件及向被告提需時拿取相關文件及向被告提
供法律意見供法律意見，，要求將案押後要求將案押後。。
裁判官批准被告暫毋須答辯裁判官批准被告暫毋須答辯，，
押後至下月押後至下月1919日再訊日再訊，，其間准其間准
以以22,,000000元現金保釋元現金保釋，，不得離不得離
港港，，每周到旺角警署報到每周到旺角警署報到，，並並
需居於報稱住址需居於報稱住址。。
另外另外，，網上日前流傳一段發生網上日前流傳一段發生

在尖沙咀鐘樓一帶的影片在尖沙咀鐘樓一帶的影片，，可見可見
一名戴帽及口罩的黑衣男以黑噴一名戴帽及口罩的黑衣男以黑噴
漆在鐘樓漆在鐘樓牆牆身噴上字句身噴上字句，，一名男一名男
途人上前勸阻及報警途人上前勸阻及報警，，黑衣男以黑衣男以
粗言辱罵粗言辱罵，，雙方爭執雙方爭執，，其間有人其間有人
用盛有噴漆罐的膠袋揮舞擊打用盛有噴漆罐的膠袋揮舞擊打，，
李姓途人用手擋李姓途人用手擋。。警員接報趕警員接報趕
至至，，黑衣男被警員合力制服拘黑衣男被警員合力制服拘
捕捕，，與另外兩名懷疑涉案男子同與另外兩名懷疑涉案男子同
被帶署扣查被帶署扣查。。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蕭景源蕭景源））亂亂
港暴徒襲警兇狠港暴徒襲警兇狠、、辱警猖獗辱警猖獗，，一旦被一旦被
捕又腳軟捕又腳軟。。早前有在上水大埔一帶騷早前有在上水大埔一帶騷
亂中被捕暴徒亂中被捕暴徒，，因人數眾多警署羈留因人數眾多警署羈留
室容納不下室容納不下，，警方要將部分人押送到警方要將部分人押送到
文錦渡扣留非法入境者的新屋嶺扣留文錦渡扣留非法入境者的新屋嶺扣留
中心暫時扣查中心暫時扣查，，因為是因為是
夜晚燈光昏暗夜晚燈光昏暗，，其中一其中一
名被捕者在警車上東名被捕者在警車上東
張西望張西望，，當看見指示當看見指示
路牌寫有文錦渡字路牌寫有文錦渡字
樣樣，，嚇到失聲痛哭嚇到失聲痛哭，，
忙問警員忙問警員：「：「係咪直係咪直
接解返大陸接解返大陸??」」其餘其餘
被捕者也面露慌被捕者也面露慌
張之色張之色，，當當

入到新屋嶺扣留中心後入到新屋嶺扣留中心後，，他們見到仍他們見到仍
是香港的執法人員才回復平靜是香港的執法人員才回復平靜。。
新屋嶺扣留中心位於文錦渡路近恐新屋嶺扣留中心位於文錦渡路近恐

龍坑龍坑，，屬於警方邊界警區範圍屬於警方邊界警區範圍，，用作用作
扣押等候遣返內地的非法入境者扣押等候遣返內地的非法入境者。。對對
於有騷亂被捕者被扣押粉嶺新屋嶺扣於有騷亂被捕者被扣押粉嶺新屋嶺扣

留中心留中心。。警方昨解釋警方昨解釋，，由由66月月99
日開始發生的全港多場暴力日開始發生的全港多場暴力
衝擊及破壞事件衝擊及破壞事件，，警方已拘警方已拘
捕大批涉案示威者捕大批涉案示威者，，而每間而每間
警署可容納扣押疑犯的人警署可容納扣押疑犯的人
數有限數有限，，亦要顧扣押的空亦要顧扣押的空
間及環境避免擠迫間及環境避免擠迫，，因而做因而做

出特別安排出特別安排，，至於是否至於是否
接近內地和香港邊界接近內地和香港邊界

並非考慮因素並非考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