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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衣男趁警不注意突然灰衣男趁警不注意突然
從背後襲警從背後襲警。。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非法遊行至金鐘非法遊行至金鐘，，暴徒拆毁及暴徒拆毁及
燒毁一條慶祝國慶橫額燒毁一條慶祝國慶橫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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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在金鐘拆毀一條慶祝國慶暴徒在金鐘拆毀一條慶祝國慶
的橫額並付之一炬的橫額並付之一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黑衣暴徒圍攻政府總部黑衣暴徒圍攻政府總部，，向水馬防線內投擲磚頭向水馬防線內投擲磚頭、、燃燒彈燃燒彈
等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右起右起：：單仲偕單仲偕、、黎智英黎智英、、何俊仁何俊仁，，於昨日非法遊行帶於昨日非法遊行帶
頭起步頭起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警驅暴新戰術
地下守＋地面趕

■■警方昨晚在銅鑼灣附近清警方昨晚在銅鑼灣附近清
場時場時，，遇到眾多傳媒記者阻遇到眾多傳媒記者阻
礙礙。。 大文全媒體記者大文全媒體記者 攝攝

■■傳媒記者距離警方防線只傳媒記者距離警方防線只
有一步之遙有一步之遙，，影響警方執影響警方執
法法。。 大文全媒體記者大文全媒體記者 攝攝

民陣發起的非法遊行集會為暴力衝擊
開路，「禍港四人幫」中的兩人──壹
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支聯會主席何俊
仁，以及民主黨單仲偕、人力陳志全和
譚得志等，亦相繼出現在非法遊行集會
現場。黎智英接受其旗下媒體訪問時狂
言：「我哋唔會完，繼續堅持……」但
未幾口風即轉說：「我出來行路，有乜
風險啊？」
在一眾縱暴派政棍公然鼓吹和「美
化」下，大批黑衣暴徒「遊行」到金鐘
後，首先向政總發起汽油彈攻勢，繼而
將暴力蔓延港島東，但與黑衣暴徒「同
行」的肥黎等人則「閃人」。
民陣副召集人、身為社民連成員的陳
皓桓，在遊行集會申請被拒及上訴失敗
後，公然在其facebook煽動上街，聲稱
是以「個人身份」出席遊行。他昨日現
身遊行集會地點，接受傳媒訪問時揚言
「不會說今天『行街』」，更明言知道
一旦公然參與非法遊行可被拘捕或會監
禁，其言論擺明挑戰法律。

許智峯屢阻警清場
晚上11時許，一向在警方清場時阻撓警
方推進的立法會議員許智峯，亦在北角電
照街現身「抽水」。當時防暴警正在截查
一名叫囂的男子，許手持「大聲公」在路
中阻撓警員執法，警員勸喻和警告他返回
行人路，但許充耳不聞，一名警員斥責許
「你冇特權，請你離開，否則拘捕你。」
但許仍不肯離開，警員即以阻差辦公將他
拘捕並押上警車。
許智峯與立法會議員譚文豪、區諾軒，
在過去3個月警方清場行動時，多番站在
警方防線前阻撓警方推進，及掩護暴徒逃
跑。8月8日凌晨，許、譚、區三人同在旺
角警方防線前上演阻警鬧劇，其中譚文
豪、區諾軒早前被警方以涉嫌阻差辦公拘
捕，現在保釋中。加上許智峯昨晚被捕，
縱暴派「阻差三丑」全落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14:00 大批非法示威者在銅鑼
灣東角道一帶非法集
結，大型商場紛紛落閘
關門，警員在港鐵銅鑼
灣站內外戒備

14:20 非法示威者佔據軒尼詩
道向中環進發，警方警
告此乃非法集結

15:40 黑衣暴徒開始在金鐘政
府總部外非法集結，築
路障堵塞夏慤道及龍和
道，四處破壞縱火

16:20 暴徒在灣仔皇悅酒店拆
國旗放火焚燒

16:30 港鐵金鐘站出入口遭暴
徒破壞，港鐵宣佈金鐘
站關閉

17:10 暴徒不斷向政總東翼前
的水馬投擲逾30枚汽
油彈，警方發射催淚彈
還擊

17:30 警方水炮車在添華道向
天橋頂和橋底的暴徒射
水及顏色水驅散

17:42 防暴警開始清場，沿夏
慤道向灣仔方向推進

18:00 暴徒沿軒尼詩道、皇后
大道東及向銅鑼灣方向
逃跑，沿途縱火破壞

18:20 暴徒在灣仔站兩個出
口、皇后大道東、分域
街、大道東和菲林明道
縱火

19:30 銅鑼灣站封閉，防暴警
和水炮車在銅鑼灣驅散
暴徒

19:50 約200名暴徒轉到炮台
山和北角堵路擾民和挑
釁，圍毆街坊

22:45 警員在炮台山、北角發
射催淚彈驅散暴徒，拘
捕多人

23:30 北角一帶回復平靜，立
法會議員許智峯涉阻差
辦公被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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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暴動時序 警方在暴力衝擊現場執法時，常有大批

記者身處警方與暴徒中間，當中除包
括欲取得最有利位置採訪及拍攝的真正記者
外，不排除部分為一心阻礙警方執法的「假
記者」。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日前
便於警方記者會上表示，曾於過往的激進示
威及暴力衝擊事件中，看到有懷疑「假記
者」及身穿反光背心的人阻礙警方執法等，
他們部分更持有記者證，惟相關機構卻不承
認有該名記者。

身穿反光衣 同行會黑衣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下午於港鐵中環站外

發現一夥黑衣人當中，有一人身穿反光衣、
頸上掛有一張證件，他們似在討論下一步行
動。香港文匯報記者覺得奇怪，為何該名身

穿反光衣、驟眼看似「記者」的人會與暴徒
為伍。
隨後，該數名黑衣人走到一間商場旁戴上

頭盔、眼罩及「豬嘴」等全副裝備再向暴力
衝擊現場方向前進，只見其中有人手持伸縮
棍，亦有人手持鐵鎚，不知是否準備作拆毀
公物抑或有其他用途。而該名身穿反光衣者
則以自拍裝置固定手機，拍攝警方防線，後
來更走到金鐘夏愨道拍攝暴力衝擊情況。

疑扮大專電台成員
其後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原來該名身穿

反光衣者頸上掛的證件，並非由傳媒機構發
出的記者證，而是一張蓋上「科大校園人民
廣播電台」印鑑的證件，證上亦印有一個英
文姓名及學生證號碼。

香港文匯報記者上網查看，發現「科大校
園人民廣播電台」隸屬於香港科技大學學生
會，成立於1997年，而該證件上的名字並
不屬於2019/20年「科大校園人民廣播電
台」的執行委員會成員之一。
謝振中日前曾表示，曾在示威現場看過
有人穿着反光背心，但未必有「記者」標
記，對方只拿着相機或手機，令警務人員
執法期間，難以分辨對方是否記者。警方
亦曾於沙田新城市廣場拘捕一名只穿着反
光背心，並於警方拘捕其他人時作出阻撓
的男子。
警方質疑，有些人的行為令警方很難理

解，究竟對方的角色是什麼？
至昨晚截稿時，科大未有就昨日事件作出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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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暴力衝擊現場當中，常有大批穿上反光衣的記者

在現場採訪，但當中卻不時有激進示威者混入其中，他們以「記者」行頭裝扮，

實則處處阻礙警方執法，甚至本身便與暴徒為伍。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直擊一名

「全副裝備」兼穿上反光衣、並掛上一張「科大校園人民廣播電台」證件者，以

手機在衝擊現場進行拍攝，而一直與她走在一起「有傾有講」的幾名黑衣人，卻

全副武裝兼手持鐵鎚等工具。

■■一班暴徒砸毁金鐘站出口玻璃一班暴徒砸毁金鐘站出口玻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之後之後，，該名身穿反光衣該名身穿反光衣「「記者記者」」以自拍裝置固定手以自拍裝置固定手
機機，，拍攝警方防線拍攝警方防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該該「「記者記者」」掛有掛有「「科大校園人民廣播科大校園人民廣播
電台電台」」證件證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該着反光衣該着反光衣「「記者記者」」與黑與黑
衣人走到一間商場旁戴上頭衣人走到一間商場旁戴上頭
盔盔、、眼罩等全副裝備眼罩等全副裝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本報記者發現有着反光本報記者發現有着反光
衣貌似衣貌似「「記者記者」」的女子與的女子與
數名黑衣人走在一起數名黑衣人走在一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水炮車射出水柱驅散非法示水炮車射出水柱驅散非法示
威者威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灰衣男奪命狂逃灰衣男奪命狂逃，，最終最終
被警方制服被警方制服。。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昨
日的港島區非法集會遊行，最終以暴
亂收場。警方昨採取「地下守」和
「地面趕」戰術驅散暴徒。大批防暴
警事先在中環、金鐘、灣仔、銅鑼灣
港鐵站戒備，保護港鐵站內的設施免
受破壞，並配合港鐵沿途封站。在地
面則配合水炮車一直由金鐘向東推
進，至深夜在北角將黑衣暴徒全部驅
散。
昨午2時半許，大批黑衣人無視警

方發出的反對通知書，在銅鑼灣東角
道一帶非法集結，崇光百貨、世貿中
心和希慎廣場被迫清場暫停營業，中
環置地廣場及匯豐銀行總行也落閘。
約2時40分，黑衣人高舉英、美國旗
遊行往中環方向，軒尼詩道、金鐘道
和德輔道中交通癱瘓。當時警方在銅
鑼灣站、灣仔、金鐘和中環站內戒
備。至下午4時，當遊行隊頭到達中
環遮打道，黑衣人開始設路障，部分
人步出干諾道折返中環龍和道和金鐘

夏愨道聚集，設路障和撬地磚準備圍
攻政總，在西環戒備的警方水炮車開
往中環、金鐘。

沿途港鐵站出入口戒備
其後，地面上的防暴警由中環干

諾道中向東清場，大批暴徒向銅鑼
灣方向逃跑，沿途大肆破壞。而另
一路防暴警則在沿途港鐵站內出入
口戒備，配合港鐵拉閘，阻止暴徒
搭港鐵四竄及破壞港鐵設施，結果
沿途四個站大堂免受破壞。
至晚上7時，銅鑼灣港鐵站內防暴
警出站外驅散暴徒，其中約200多名
暴徒則到炮台山站對出的英皇道堵
路，引發市民不滿及起衝突，其後
愈演愈烈，混亂場面持續至晚上10
時 15分，大批防暴警到炮台山增
援，並發射催淚彈清場。

男子抽伸縮棍背後襲警
其間在港鐵炮台山站附近的英皇道

七海商業中心對開，一名戴帽及口
罩，揹背囊及身穿灰色短袖衫，背部
寫有一個「岳」字的青年，追打一名
紅衣男子進入一個露天停車場，一名
防暴警員追上制止，不料灰衣青年在
記者鏡頭前，從背囊抽出一支黑色伸
縮棍，向該名防暴警員狂扑，然後轉
身逃走，但被多名增援的防暴警員截
停，雙方激烈糾纏，最終「岳」青被
合力按地制服拘捕。
至深夜北角明園西街再爆亂局，暴

徒被防暴警趕至電照街後散去。
警方指出，昨日的遊行集會屬非

法，而大批暴力分子佔據中環、金
鐘、灣仔和銅鑼灣等主要道路，堵
路放火，向政總和港鐵站投擲燃燒
彈、磚頭，嚴重威脅警務人員和市
民的人身安全，警方出動人群管理
特別用途車和催淚彈驅散，其間有
市民被暴力分子毆打致重傷，警方
強烈譴責有關暴力和破壞行為，必
定會追究到底。

政府建制強烈譴責暴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昨晚發表聲

明，強烈譴責激進示威者在港島區的暴力行為，危害市民
安全，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另外，民建聯、工聯會、新民
黨等昨晚亦發出聲明，強烈譴責暴行，要求依法懲治。
特區政府聲明批評，示威者不理會警方反對通知書，在
銅鑼灣、灣仔和中區非法遊行和集會，有人更以雜物堵塞
多條主要交通幹道，嚴重影響港島區交通。一些激進示威
者向政府總部投擲汽油彈和磚塊，在金鐘和灣仔多處縱
火，肆意破壞港鐵站，並有違法者在灣仔一間酒店外焚燒
國旗，挑戰國家主權。政府對這些目無法紀的暴力行為予
以最強烈譴責。
聲明說，面對激進示威者的暴力衝擊，警方果斷地作出驅

散和拘捕，以保障市民安全和恢復社會秩序。政府重申，使
用暴力手段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只會令整個社會受到
傷害。為解決當前困局，政府已展示最大誠意，希望通過溝
通平台與市民展開對話，共同解決社會深層次問題。
民建聯發出聲明，強烈譴責暴行，並支持警方緝捕暴

徒，依法懲治。民建聯更向全港市民強烈呼籲，必須立即
與暴力割席，不要為極端瘋狂的暴力行為開脫或給予支
持。香港正面對內外交困，要解困，必須放下仇恨，回歸
理性，展開對話。
工聯會亦發出聲明，批評民陣沒有理會警方反對，不理法

治和秩序，發起市民上街，及堵塞港島主幹道，短短幾小時港
島由北角至中環多區都被黑衣暴徒蹂躪，公衆設施及港鐵站所
受的破壞程度比之前更嚴重。工聯會要求特區政府及警方立即
止暴制亂，各界團結一致反暴力、反堵路、反縱火、反蒙面。
新民黨發出聲明，強調社會不應容忍任何違法、暴力、
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呼籲盡快立《反蒙面法》，以止暴
制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