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華康：煽動亂應褫奪參選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義工聯盟副主席黃華康說，這些暴力派候選人以所謂

「選舉聚會」為借口，帶頭召集一批黑衣魔出來破壞社會安寧，製造社會動
亂，選舉主任完全有理由因此而取消他們的參選資格。如果選民投票支持這些
人，等同支持將暴力進一步帶入區議會，大家肯定會自食惡果。

黃楚基：為選舉損社會安寧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黃楚基指，今次發起「選舉聚會」的

暴力派區議會候選人，為撈取選票而導致灣仔、銅鑼灣一帶的暴亂，對社區和
市民都帶來了巨大的傷害。這些候選人為了選舉而犧牲社會的安寧，廣大市民
都認清他們的本質，以理性投票支持真正為社區好及為市民服務的區議員。

吳換炎：始作俑者應付全責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批評，這些候選人以「選舉聚

會」為幌子，號召和聚集大批支持者，其後更在灣仔、銅鑼灣一帶縱火、堵
路，影響市民出行，破壞社會安寧。「這些候選人是今次暴亂的始作俑者，應
為事件負上全責。希望沉默的大多數擦亮眼睛，認清這些候選人縱容暴力的本
質，絕不要投票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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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子在尖沙咀遭私刑，需同伴幫助
離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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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百名暴力派區議會候
選人昨日在維園舉行所
謂「選舉聚會」，以
「每個聚會不多於50
人毋須通知警方」為由

鼓動支持者非法集結，造成港九暴
亂。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強調，只要所謂「聚
會」引發暴力違法行為，即屬於非法
集會，昨日的參與者已涉嫌觸犯《公
安條例》屬「非法集結」，最高監禁5
年。他們強調，任何人以任何名義都
無特權犯法，並批評相關的暴力派候
選人等誤導市民，佈下陷阱出賣支持
者。

傅健慈：選民應向暴力說不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
流基金會秘書長傅健慈批評，這些暴

力派區議會候選人將「選舉聚會」當
做進行非法集會的藉口誤導市民，是
佈局讓對法律了解不多的市民參與其
中，是在出賣支持者，做法違反道
德、違反法律。
他指出，只要有暴力違法行為，就
屬於非法集會。根據《公安條例》第
十八條「非法集結」規定，即3人或以
上集結及作出擾亂秩序行為或作出帶
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
圖導致任何人害怕集結的人會破壞社
會安寧等，即可能被控，一經循公訴
程序定罪，可監禁5年。
傅健慈強調，昨日集會出現嚴重違

法暴力行為，嚴重破壞社會安寧，涉
嫌觸犯《公安條例》第十八條「暴
動」，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
禁10年。而若相關候選人存在煽動他
人使用暴力的行為，則亦干犯《刑事

法》第九條和第十條。
他並嚴厲譴責暴力行為，認為有關

的候選人沒有資格成為區議員，要求
警察把這些違法者繩之以法，並呼籲
選民在本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時，用
智慧投出神聖的一票，表達與暴力說
不的心聲。

馬恩國：選舉聚會無權犯法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

馬恩國表示，區議會造勢宣傳會性質
應為宣講選舉理念和政綱，不應該有
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只要有犯法行
為，法庭不會理會集結的理由，相關
說辭最多只能留在「求情」時使用。
事實上，3人或以上集結並作出破壞
社會安寧的行為，已屬於非法集結，
就算是舉行「選舉聚會」，亦不代表
有權犯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根茂

法律界斥非法集會誤導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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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 黑衣魔昨日在香港多區肆虐，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的新華社亞太總分社

辦公大樓，昨日遭暴徒以火彈襲擊，火光熊熊。新華社發言人晚上強烈譴責此等野蠻行徑，希望香港

警方嚴肅調查這一事件，並指黑衣暴徒的行徑再次表明，「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重

要、最緊迫的任務。「我們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和警方依法止暴制亂。」香港新聞界亦強

烈譴責極端暴力示威者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逾百名煽暴派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昨日在維園草
坪舉辦所謂的「選舉聚會」，借機讓黑衣魔施暴借人盾到灣仔、銅鑼灣一帶肆
意縱火、堵路。香港社會各界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該批候選人刻
意協助黑衣魔大肆破壞，正是「旺角暴動」的翻版，並一致譴責這批候選人是
昨日暴亂的始作俑者，要為事件負上全責，同時呼籲各區選民同心合力，拒絕
讓這些人進入議會，以免他們將暴力帶入社區，危害社區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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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黑衣魔昨日下午在灣仔、銅鑼
灣一帶聚集，舉行未經警方批准

的非法集結，更四處流竄、破壞。約5
時20分，暴徒「快閃」前往新華社亞
太總分社辦公大樓，損毀大門玻璃和
閘門，大門玻璃全部碎裂，更向大堂
入口投擲燃燒彈，令大堂火光熊熊，
外牆亦被黑漆噴上侮辱性字眼。暴徒
在10分鐘內已全部竄逃。消防員接報
到場處理。

事發時樓內仍有員工辦公
新華社亞太總分社遭縱火後不久被

撲滅。現場有職員向傳媒表示，上層
仍有大量同事逗留在辦公室，事件中
無人受傷，暴徒扔進的火種並沒有燒
毀物件，只燻黑地板。
新華社發言人晚上發表聲明，就暴
徒打砸新華社亞太總分社辦公大樓並
縱火的野蠻行徑表示強烈譴責。發言
人表示，11月2日下午，暴徒打砸位

於香港的新華社亞太總分社辦公大
樓，破壞安防設施，在大樓正門玻璃
牆及外牆上噴塗侮辱性字句，砸毀大
門及部分樓層玻璃，向大堂內投擲燃
燒彈及油漆彈，並一度進入大堂進行
破壞。新華通訊社對暴徒的野蠻行徑
表示極大憤慨，予以強烈譴責，希望
香港警方嚴肅調查這一事件。

當前最緊迫任務止暴制亂
該發言人表示，新華社是中國的國

家通訊社和具有全球影響的世界性通
訊社，始終致力於為海內外受眾提供
權威、真實、全面的新聞信息。黑衣
暴徒的行徑再次表明，「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重要、最緊
迫的任務。我們堅決支持特區政府和
警方依法止暴制亂。我們也相信，這
一違法行徑必將受到香港社會各界的
譴責。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發表聲明指

出，新華社亞太總分社是國家在港
設置的新聞機構，承擔亞太地區的
新聞報道任務。極端暴力分子這種
野蠻瘋狂行為，是對國家新聞機構
的嚴重挑釁，對新聞自由和法治的
肆意踐踏。
聯會嚴厲譴責這種暴力行為，並強
烈要求警方追查並緝拿參與此次行動
的暴徒，確保新聞工作機構和新聞工
作者一個正常、安全、穩定的工作環
境。
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表示，高度
關注新華社亞太總分社遭蒙面黑衣人
破壞，大門玻璃被打碎，並被縱火。
協會強烈譴責所有針對新聞機構的暴
力行為，促請警方嚴正處理，確保新
聞機構能正常運作，不受干擾。
香港記者協會亦發表聲明，譴責針

對傳媒的破壞行為，譴責任何針對傳
媒的暴力或破壞行為，要求有關人士
停止暴力，同時要求警方嚴肅處理。

瘋狂私刑市民 打低除衫羞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文森）黑衣魔昨日下午
在尖沙咀集結醞釀暴亂，向警方擲「屎彈」及鐳射槍照射
挑釁，防暴警強勢出手清場，拘捕多名滋事分子及驅散人
群，黑衣魔逃到旺角四處堵路及縱火，更瘋狂「私了」市
民洩憤，在尖沙咀和旺角至少有6名市民被暴徒圍毆，一
名男子在旺角街頭被打到昏迷，然後被黑衣魔脫光衣服羞
辱，行為令人髮指。至昨晚深夜，黑衣魔仍繼續在旺角區
一帶破壞及縱火，警方不斷驅散及沿途拘捕黑衣魔。

女子遭扯頭髮噴黑漆
昨日下午2時開始，已有約30名防暴警員及10名速龍小

隊在尖沙咀栢麗大道戒備，有名店及商舖提早拉閘暫停營
業；另有防暴警駐守尖沙咀碼頭截查登岸者，其中3名白
衣青年被搜出面罩及噴漆被捕。
下午3時許，栢麗大道對開彌敦道及加連威老道交界聚
集數百人，當中大部分人蒙面，警員多次發出警告若非健
康問題應除口罩，否則會作出驅散，但未獲理會。

傍晚近6時，黑衣魔佔據彌敦道馬路開始四處搗亂，其
間指稱一名操普通話女子在栢麗大道用手機拍攝黑衣人
「大頭相」，不但扯她頭髮及用黑漆噴花其臉，更搶她手
機刪相。女事主眼睛不能睜開及感到十分痛楚，一度激動
質問：「為什麼來香港會被人打？」最後，她由救護車送
院治理。
差不多同一時間，清真寺外再有3名男子被黑衣魔私刑
毆打，情況非常混亂。當防暴警趕至展開驅散時，有黑衣
魔向警員投擲「屎彈」攻擊，防暴警追截至海防道時遭黑
衣魔投擲汽油彈襲擊。

叫罵挑釁 地鐵口縱火
晚上近8時，栢麗大道重新有人群聚集，不斷叫罵及用
鐳射槍照射防暴警。晚上9時許，大批黑衣魔由尖沙咀轉
至佐敦、油麻地、旺角等多區肆意破壞，分別在旺角港鐵
站出入口及商店門口縱火、旺角亞皆老街和油麻地彌敦道
等馬路堵路、佐敦一帶掘起磚頭。防暴警出動驅散，消防
員則四出撲救火警。
昨晚近10時，一名中年男子在山東街近彌敦道遭黑衣魔

圍毆，被毆至頭破血流重傷昏迷倒地仍繼續施襲。黑衣魔
更「意猶未盡」，將他衣服全部扯脫。傷者幾近全裸倒臥
馬路，狂徒則施然離去，最後由救護車送院治理。同一時
間，黑衣魔再在山東街近朗豪坊對開藉詞圍毆打傷一男子
逃去，傷者需要送院治理。
晚上10時許，警方在多次舉旗警告無效施放催淚彈進行

驅散，並制服拘捕多人。至深夜，黑衣魔仍繼續在旺角區
一帶破壞及縱火，警方正不斷展開驅散及拘捕行動。

警「清道夫」掃蕩 斬「流水式」集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警方昨日

在港島區的驅魔過程中，採取先發制人、分
割圍捕，然後以直升機追蹤黑衣魔「流水
式」移動路徑，利用水炮車和裝甲車沿港島
東西走向快速奔馳，不斷射水「掃蕩」路障
和「魔群」，以最快速度衝散黑衣魔的集
結，不讓黑衣魔在同一處地點站穩陣腳，以
及有足夠時間破壞公物。其中，灣仔區昨日
成為雙方角力的主戰場，防暴警以密集陣施
發催淚彈，一舉拘捕130名黑衣魔，其餘暴
徒變成「遊魂」，無法發動大規模攻擊。

出直升機觀察移動路線
昨日下午4時，當黑衣魔開始在維園和鵝

頸橋聚集時，警方已舉旗警告並發射催淚
彈，將黑衣魔趕出高士威道，向東驅散，另
數百名黑衣魔向灣仔逃去。警方由直升機掌
握到黑衣魔大隊的移動規律和路線，迅速部
署將其「斬件」圍剿，在維園、灣仔和中環
分割成三大截。
大批防暴警分乘警車、私家車，由水炮車

和裝甲車開路全速推進，沿軒尼詩道、德輔
道，不斷來回高速掃蕩，並將黑衣魔向南驅
趕，避免黑衣魔進入告士打道和夏愨道，最
後只有數十名黑衣魔進入龍和道。

兩面夾擊一舉擒60多人
約200多名黑衣魔被追入灣仔莊士敦道和

皇后大道東合和中心對開。在莊士敦道近修
頓中心一帶，警方密集施發催淚彈，由軒尼
詩道和莊士敦道兩面夾擊，在修頓中心地下
公廁通道一舉拘捕60多人，部分黑衣魔吸
入催淚煙眼水鼻水齊流。
其餘黑衣魔逃至大道東與警方對峙，更瘋

狂投擲汽油彈。隨後，水炮車和裝甲車殺
到，迅速驅散群魔。黑衣魔向灣仔半山逃
去。至深夜，黑衣魔重新在銅鑼灣集結，但
人數已稀少。
據悉，警方昨日在港島採取的巡迴「掃

街」追擊戰術，試圖在最大程度上將暴徒
「稀釋」，然後圍捕，基本上達到戰術效
果。

■女子面部遭噴黑漆，需接受治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男子遭黑衣魔打低後又脫去衣服。 視頻截圖

■■銅鑼灣一路人遭私刑銅鑼灣一路人遭私刑，，被被
打到血流一地打到血流一地。。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黑衣魔投擲汽油彈黑衣魔投擲汽油彈，，
行為瘋狂行為瘋狂。。 美聯社美聯社

■■大批黑衣魔昨深夜仍在大批黑衣魔昨深夜仍在
旺角一帶設路障及縱火旺角一帶設路障及縱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警方在灣仔皇后大道東清場，遭黑衣魔投擲汽油彈。 中通社 ■水炮車驅散黑衣魔，銅鑼灣恍如戰場。 中通社

■■入夜後入夜後，，防暴警在旺角彌敦道一帶制服防暴警在旺角彌敦道一帶制服
拘捕多名黑衣魔拘捕多名黑衣魔。。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新華社大堂內地板被熏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消防員到現場做滅火處理消防員到現場做滅火處理。。 中通社中通社

■■黑衣魔昨日破壞新華社亞太總分社黑衣魔昨日破壞新華社亞太總分社
辦公大樓的大門玻璃辦公大樓的大門玻璃、、閘門閘門，，並投擲並投擲
燃燒彈致大堂內起火燃燒彈致大堂內起火。。

施榮懷：蓄意搞事製造破壞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施榮懷

指，這些暴力派候選人心存不軌，借意舉辦所謂「選舉聚會」，為黑衣魔製造
破壞社區的機會，完全是「旺角暴動」的翻版：當年，激進「本土派」就是借
舉辦「選舉遊行」最後挑動血腥暴動，為香港帶來極壞的影響。「顯而易見，
這些候選人根本都是暴力的支持者，若讓他們進入區議會，將令社區永無寧
日。」

馬浩文：選民要向暴力說不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會長馬浩文指，今次明顯看到暴力

派候選人是借意取巧，以「選舉聚會」為幌子召集支持者，然後化身暴徒搞亂
香港，完全暴露他們支持、慫恿暴力的行徑。他呼籲選民一定要明確地向暴力
說不，絕不能投票予這些策動暴亂的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