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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遺下一支
未投擲燃燒彈。■民建聯陳學鋒議辦前晚遭人惡意破壞。 ■有民建聯區辦遭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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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責任編輯：常 樂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文
森）黑衣暴徒
前晚在全港多
區肆意破壞，
工聯會多個為
打工仔服務的
辦事處也成為
暴徒的攻擊目
標，多區的工人俱樂部和工人醫療
所、工聯優惠中心、多個工聯會的
議員辦事處，及部分工會會所被爆
破、搗亂和破壞。工聯會初步點算
有20多個服務點遭破壞，並對此強
烈憤慨，「這是與香港打工仔和坊
眾為敵的惡行。」工聯會要求警方
盡快將暴徒繩之以法，止暴制亂。

吳秋北：與打工仔坊眾為敵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昨日在記者會

上指出，工聯會多個服務點前晚被
暴徒惡意破壞，外牆被噴漆、閘門
被襲擊、鐵閘被爆破、大堂及內室
玻璃被打碎和碎片散落滿地、設施
被射水。
他狠批暴徒將工聯會及其直屬單

位的服務點當成攻擊目標，是與香
港打工仔和坊眾為敵的惡行，因為
這些服務點是開放予希望進修學
習，需要醫療、福利、優惠、社區
等服務的坊眾及市民的。
吳秋北對黑衣蒙面暴徒的惡行予

以最強烈的譴責，並強調工聯會面
對暴行絕不退縮，面對困難會迎難
而上，更加堅定服務工友和市民的
決心，更加堅定高舉愛國愛港旗
幟。
對服務點未能即時開放、如常服

務，他對工友和坊眾帶來不便而深
感抱歉。

麥美娟：違言論政見自由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指出，

多個議員辦事處，包括她位於青衣
和屯門的辦事處分別遭到破壞，不
但影響正常給坊眾和市民的服務，
更是嚴重政治恐嚇，違反言論政見
自由的暴行。
她透露，已就事件掌握充分的證

據和線索，有助警方全力調查，將
破壞者繩之以法，並呼籲其他人不
要再縱容和包庇暴徒，更不應將暴
力行為合理化，並敦促政府設立有
效措施，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地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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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秋北在記者會上指出，工聯會多個服務點前晚被暴徒惡
意破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暴
徒前晚在各區大肆破壞，四處堵路、
縱火、搶劫，更以建制派作為主要的
攻擊目標，民建聯數十個地區辦事處
前晚就被暴徒破壞縱火。民建聯昨日
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暴徒在位處民居
的地區辦事處縱火，極有可能波及民
居，威脅居民的生命安全，並強調絕
對不會向這股黑色恐怖暴力屈服，並
呼籲全港市民要堅定支持警隊嚴正執
法，止暴制亂。
民建聯在聲明中指出，暴徒攻擊港
鐵站、列車、商店、銀行、商會甚至
學校，更肆意圍毆途人，聚眾襲警，
甚至搶槍和向警員掟汽油彈，又全面
針對建制派政黨和議員，多個地區辦
事處遭破壞。
民建聯批評，3個多月的暴力衝
擊，已令香港五勞七傷，但他們不但
未肯收手，反而不斷借故把暴力升
級。「暴徒極端暴力行為無法無天，
要將香港推向深淵，民建聯予以強烈
譴責！」

絕不向黑色恐怖暴力屈服
民建聯強調，暴徒的暴力行為已令
社會深陷黑色恐怖力量陰霾下，市民
已失去免於恐懼、個人安全及個人活
動的自由。雖然如此，民建聯絕對不
會向這股黑色恐怖暴力屈服，「我們
的初心堅定不移，我們相信和平安寧
的生活是市民所願，維護『一國兩

制』是廣大市民所想，我們堅定繼續
為市民服務，繼續為落實『一國兩
制』而努力。」
民建聯並向全港市民呼籲，不要再

向暴徒提供任何支援，同時要堅定支
持警隊嚴正執法，止暴制亂。
民建聯屯門區議員葉文斌位於安定

邨的辦事處前晚被縱火。他在fb發帖
道：「暴徒的這樣的行為簡直泯滅人
性，事實上辦事處樓上正是普通民
居，如果火勢蔓延，火頭將會波及到
民居，難道暴徒打算連安定邨的居民
也要燒死嗎？我們強烈譴責暴徒的暴
行！」
民建聯元朗區議員馬淑燕亦是受害

者之一。她在fb發帖指，其位於耀華
樓的辦事處遭惡意破壞及縱火，「大
廈內有六百多戶住戶，當中有長者、
有行動不便者、有幼童居住，鄰近有
住宅大廈，在你/你們點火那刻可曾
有替他們的安全着想？這班街坊朋友
與小燕共度多個年頭，彼此有着一份
深厚感情，容不下這種蓄意毀壞、濫
用暴力的惡行。」
她強調，「政見不同，可以不支持

我；理念不同，可以拒絕溝通，……
任何人如對小燕有任何不滿，應以合
情、合理、合法程序反映及處理，任
何訴諸威嚇或暴力的行為只會打擊香
港的選舉制度，損害香港的法治。請
停止一切暴力行為，還一個安靜及法
治的社區給大家。」

縱火區辦險燒民居 民記強烈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民黨
昨日發表聲明，表示在綜合香港目前的社
會狀況後，《禁止蒙面規例》所訂的涵蓋
範圍、合理辯解、罰則等等，均符合高等
法院於2015年《希慎案》（FACV Nos
21 & 22 of 2015）判詞中所指的「合乎比
例」（Proportionality Test），故支持特區
政府實施《規例》。
新民黨在聲明中指出，「反修例」行動

持續近4個月以來，示威者戴着面罩以隱
藏身份。在難以識別其身份的情況下，有
人肆意進行暴力破壞，刑毀公共設施、縱
火、投擲汽油彈、攻擊警察等等，暴力程
度已嚴重影響公眾安全及社會秩序，情況
十分嚴峻。是以該黨認為，實施《規例》
有其必要性，有助警方執法。
新民黨強調，國際上有不少先進國家及

地區，包括美國、法國、加拿大、德國及

丹麥等，也因應其社會狀況而訂立了禁蒙
面法，其涵蓋範圍及罰則各有不同，而以
香港的情況，根據《規例》，視乎情況，
違者可判處監禁6個月或1年。

譴責暴徒惡行 反映立法必要
該黨續指，留意到前學聯秘書長岑敖暉

就特區政府頒佈上述《規例》而向高等法
院提出司法覆核及申請臨時禁制令，被法
庭駁回。該黨認為法庭裁決合理，並認同
法官於裁決時指出，不能假設市民不會遵
守法例。
新民黨並嚴厲譴責前晚於各區發生的暴

亂，暴徒戴着面罩隱藏身份，肆意於社區
縱火，破壞銀行設施及商舖，甚至焚燒列
車等等，行為目無法紀，正正反映實施
《禁止蒙面規例》有其必要性及緊急性，
可提高阻嚇力及協助警方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黑衣暴徒針對建制派議員發動「恐
怖襲擊」，令下月舉行的區議會選
舉蒙上陰影。其議員辦事處前晚被焚
毀的民建聯屯門區議員、兆翠區參選
人葉文斌昨日向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
馮驊發表公開信，投訴事件令人極度
憂慮這次選舉能否在公平、公正的環
境下進行，要求選管會正視，並採
取一切可行措施糾正所有不公情
況，確保選舉公平進行。
葉文斌在公開信中指出，他前晚

約8時在屯門政府合署完成參選
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報名程序。在
事後1小時即約9時，屯門政府合
署遭暴徒縱火，倘他當時未完成報
名程序，恐會受到生命安全威脅。
同一時間，他位於屯門安定邨定

福樓地下112室的麥美娟、葉文斌
議員聯合辦事處被數十名黑衣暴徒
破壞，包括破壞玻璃窗及鐵閘，更
向辦事處投擲汽油彈，辦事處內物
品猛烈燃燒，幸無造成人命傷亡。
葉文斌認為，暴徒的行為已嚴重

阻礙他接觸選民，令他和助選團隊
以至家人在威嚇之下，人身安全受
到威脅。「本人極度憂慮這次選舉
能否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下進行。
我們強烈敦促選舉管理委員會正視
本人個案，並採取一切可行措施，
糾正所有不公情況，確保選舉公平
進行。」

《規例》符高院指引 新民黨挺禁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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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香港臨時政府宣言」照搬1776年
《美國獨立宣言》字句：「人人生而平

等，上天賦予全人類某此不可剝奪之權，包含
生命權、自由權、尊嚴權及追求幸福之權。」
並稱是「我等一直所認同及不可踐踏之真理及
原則。」該「宣言」又宣佈了7項內容，「例
如停止政府所有工作」、「罷免主要官員」、
「叫停近期政策」等，完全體現了顛覆政府的
「港獨」性質。此外，昨日連登仔還貼出了
「香港獨立宣言」、「香港革命軍法」等「癡
人說夢」式的「建國」文件。

吳秋北：「一國兩制」無法撼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指
出，在這場所謂「反修例」的行動中，暴徒的
「港獨」目的已表露無遺，所謂「訴求」都是
藉口，「港獨」分子企圖用幾句「宣言」，就
改變香港屬於中國這一堅實的事實，只是少數
「獨人」極端荒謬、幼稚的行徑，完全不可能
撼動「一國兩制」。
但他提醒，必須警惕「港獨」分子與外部
勢力裡應外合、騎劫市民，令暴力不斷升級
的企圖，並促請特區政府嚴正執法，不能讓
「港獨」有機可乘，又呼籲市民要與「港
獨」分子劃清界限，制止一切美化「港獨」
的行徑。

陳勇揶揄「建國」是對歷史無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揶揄，

「建國」不像開公司，搞「港獨」和分裂，都是
對歷史的無知。他認為，青年人有熱情、有激
情，希望改善政府施政，是好的動機，但是也需
要用合法手段來實現，如今香港很多地方已經變
成「殺戮戰場」，暴徒「一言不合」就施私刑、
打砸燒。這些不單是非法行為，更是令人髮指的
毫無人性，接近恐怖主義的做法。
他希望一些被蒙蔽的年輕人，能呼喚自己內

心的良知，回頭是岸，不要再被「港獨」分
子、恐怖分子裹挾，做出傷害自己、傷害香
港、傷害國家的事。

陳曼琪促檢控「港獨」主腦共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

創會會長陳曼琪強調，公開宣讀「香港臨時政
府宣言」是赤裸裸的煽動「港獨」行為，因為
參與者已公開表明「獨立」，有危害國家主
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的意圖，更以公開的
作為或發佈的宣傳表明該意圖。根據香港現行
法例，參與的組織或個人極有可能干犯嚴重的
意圖叛逆罪及煽動罪。
她指出，香港現行法例亦禁止「港獨」，基
本法第一條即列明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

分離的部分。《刑事罪行條例》第二條及第三
條寫明，叛逆及意圖叛逆罪行屬干犯香港現有
法例最嚴重的「港獨」罪行，一經循公訴程序
定罪，可處終身監禁。
她續說，《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及第十條

指出，任何人作出具煽動意圖的「港獨」行
為、言論、發佈，甚至慫恿別人宣傳、推行或
參與「港獨」即屬犯煽動罪。第一次定罪可處
罰款港幣5,000及監禁2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
3年。她要求特區政府嚴正執法，打擊所有
「港獨」苗頭，拘捕和檢控「港獨」主腦和煽
動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反修例風波伊始，就一直有「獨人」參與。他

們最初從在遊行中舉「港獨旗」、組「波羅的海人鏈」，到唱「獨歌」、掛黑旗

等，漸進式向年輕人「播獨」。在特區政府前日決定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

後，網上討論區「連登」上就出現了所謂「香港臨時政府宣言」，有人更聚集在

馬鞍山新港城中心中庭和荃灣荃新天地外，齊讀「宣言」。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有關的所謂「港獨宣言」完全是癡人說夢

的幼稚行為，不可能撼動「一國兩制」，而公開煽動「港獨」極有可能已干犯叛

逆罪和煽動罪，促請特區政府嚴正執法，不能讓「港獨」分子有機可乘。

「港獨」現形記
6月12日：有人開始不斷在網上轉發，及在示威期間高舉象徵無政府主
義及恐怖主義的「黑旗」。

6月16日：「黑衣遊行」中開始有人高舉象徵「港獨」的「龍獅旗」。

7月開始：「港獨」暴力組織「本民前」頭目梁天琦「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的口號被廣傳。

7月1日：暴徒衝擊立法會後塗污議事廳內的區徽並展示「龍獅旗」和黑
旗。

7月7日：「香港眾志」於當日遊行終點的西九龍高鐵站外，懸掛「黑
旗」，聲稱是為「悼念」輕生「手足」。

7月21日：暴徒瘋狂衝擊中聯辦大樓，塗污國徽，更在中聯辦外牆上塗
寫辱國字句。

8月3日：暴徒將尖沙咀碼頭的國旗扯下並丟入海中。此後，侮辱、焚
燒、污損國旗的行為屢有發生。

8月23日：有人以「波羅的海之路」30周年為名，鼓吹市民在多條港鐵
線以人鏈築所謂「香港之路」。此後，許多人組織在中學生搞人鏈。

8月31日：歌詞充斥「港獨」意味的《願榮光歸香港》公開。暴徒更稱
之為「國歌」，鼓動在唱歌時模仿唱國歌的動作，將手放在心口位置
「以表忠誠」，其後不少人仿效，特別是年輕人。

9月30日：在特區終審法院外舉行的一場所謂基督教集會上，有團體代
表宣讀所謂「香港民憲草案」，更聲言「香港臨時議會」正式「成
立」。

10月：許多暴徒為掩飾身份，開始戴上象徵反政府主義的「V煞」面
具。

10月4日：馬鞍山、荃灣等多個地區有人帶領在場示威者集體「宣讀」
所謂「香港臨時政府宣言」。

10月5日：所謂「香港獨立宣言」、「香港革命軍法」出現。

■有人聚集在馬鞍山新港城中心中庭，齊讀
「宣言」。 網上短片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