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 黑衣魔前日在港島和九龍

再掀暴亂，並大肆狂掟汽油彈

襲擊警方防線和縱火。警方情

報顯示，仍有幕後黑手向黑衣

暴徒輸送汽油彈及暴衝裝備，

並提供資金租用單位製造汽油

彈，在暴亂當日透過車輛把武

器物資送到現場。警方在前日

暴亂甫開始時，分別在灣仔一

個住宅和元朗一工廈，搗破黑

衣魔汽油彈工場，共檢獲近190

支汽油彈，以及可製造逾百支

汽油彈的原料，相信當時有人

正準備送汽油彈上街。兩案共

拘捕6人，當中包括城大學生。

譴責暴徒破壞新華分社 各界斥踐踏新聞自由
人民銳評：斥衝擊文明底線

暴力不止，香港難寧。11月2日，一小撮極端暴力分子打砸新華社亞
太總分社（香港特區分社）辦公大樓，投擲燃燒彈及油漆彈，在大樓
正門玻璃牆及外牆上噴塗侮辱性字句，並一度進入大堂進行破壞。
人民日報公號昨日發表銳評《恐嚇新聞機構，衝擊文明底線》指出，
暴力恐嚇新聞機構，絕不可能削弱呼籲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正義聲音。
圍毆持不同政見的市民，也絕不可能扭曲愛國愛港市民的心聲。
評論強調，對新聞機構的暴力犯罪行為，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
會容忍的。衝擊內地駐港新聞機構，是對香港保障新聞自由有關法律的肆
意踐踏，是對文明底線、公序良俗的嚴重挑釁，也是對香港同胞愛國情懷
的惡意攻擊，必須受到法律的嚴懲，必然遭到道義的聲討。
評論說，猛藥去痾，重典治亂。面對窮兇極惡的極端暴力行為，沉
默啞忍只會助長暴徒的氣焰。所有關心愛護香港的市民、所有公正無
私的新聞工作者，都應當站出來以堅定的信心和意志，堅決支持香港
警方止暴制亂，對暴力犯罪毫不手軟、絕不姑息。

央視網評：責挑釁國家新聞機構
央視昨日發表評論《對無法無天的亂港暴徒必須嚴

懲》指出，新華社亞太總分社是國家通訊社在香港設
置的新聞機構，承擔着亞太地區的新聞報道工作。一
小撮亂港暴徒的這種行徑，是對國家新聞機構的嚴重
挑釁，是對香港保障新聞自由有關法律的肆意踐踏。
對這種性質嚴重影響惡劣的犯罪行為，必須進行強烈
的譴責！
評論表示，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和司法機構果斷執

法、嚴正司法，將這些違法犯罪分子繩之以法！確保
新聞工作機構和新聞工作者一個正常的、安全的、穩
定的工作環境。評論強調，香港不是法外之地，法治
之繩不可鬆，法治之網不可漏，法治之劍不可鈍！對
不斷升級的暴力行為，決不能容忍，也不能手軟，必
須要追究到底。

中國記協：依法追查緝拿暴徒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昨日發表聲明，對暴徒的

惡劣行徑表示極大憤慨和強烈譴責，對堅守工作崗
位、為香港安定發展作出貢獻的新聞工作者表示親切
慰問。
聲明指出，新華社是國家通訊社，新華社亞太總分

社是新華社在香港設置的新聞機構，承擔重要的新聞
報道職責，理應受到法律保護。暴徒對新聞自由的粗
暴踐踏，是對民主法治的嚴重挑釁，更是對香港社會
治安的惡劣破壞，必然遭到道義聲討，應受到法律嚴
懲。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強烈呼籲香港有關方面
依法追查緝拿暴徒，依法查處暴力違法行徑，營造一
個公平、公正、自由、民主的新聞從業環境；熱切希
望香港各方面齊心攜手，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共同
創造民眾安居樂業的社會環境。

中聯辦副主任仇鴻：
全港社會抵制暴力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早前接
獲線報，經深入調查後，前日下

午約3時採取行動，突擊搜查灣仔堅
拿道西一個住宅單位。探員在單位內
檢獲近190支汽油彈、5支伸縮警棍、
兩支胡椒噴劑，以及製造汽油彈的原
料，包括兩桶共約10公升的松節水、
一桶約4公升電油、一桶約4公升消
毒火酒、面罩、膠手套及膠吸管等，
另有一副防暴警使用的護甲。探員在
現場拘捕4名本地男子及一名本地女
子，年齡介乎19歲至24歲，他們涉
嫌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扣留調查。據
悉，被捕者中包括城市大學學生、地
盤工人和無業者。

或正預謀送前線黑衣魔
據悉，被用作製造汽油彈的住宅單
位，是有人月前租用，因地點接近暴
亂黑點，警方相信有預謀地供應汽油
彈等武器裝備給黑衣魔，而檢獲的汽
油彈正準備運到灣仔和銅鑼灣，交給
黑衣魔用來襲警和火燒店舖、公共設
施，正追緝幕後黑手。
另外，警方根據元朗一宗黑衣魔刑
事毀壞案，追查到元朗一個汽油彈
倉。上月14日凌晨時分，10名黑衣魔
和一名南亞漢，衝入元朗西菁街一間
食肆，投擲一枚懷疑催淚彈後逃去。

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跟進案
件，並檢走該枚懷疑催淚彈作進一步
檢驗。其後根據線報及經深入調查
後，早前鎖定一個暴徒武器庫。

警埋伏拘攜彈男
元朗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前日

下午5時半，掩至於橫洲近福喜街一
倉庫附近埋伏，發現一名38歲姓吳目
標男子出現，於是將他截停搜查，在
他身上發現4支懷疑汽油彈，他涉嫌
藏有攻擊性武器及刑事毀壞被捕。探
員其後搜查倉庫，再檢獲兩支懷疑汽
油彈、一批懷疑製造汽油彈的原材
料，包括約100公升懷疑汽油、一支
花生油、漏斗及膠吸管等，以及面
罩、手套、一支懷疑鐳射槍及一件戰
術背心。
據悉，懷疑涉案男子當時攜帶汽

油彈準備出市區搞破壞，而檢獲的
汽油數量至少可製造百支汽油彈，
加上其他裝備，警方相信有人在過
去於元朗發生的暴亂中，向黑衣魔
提供汽油彈，不排除有更多人被
捕。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章《刑事
罪行條例》六十二條，藏有任何物
品意圖摧毀或損壞財產，可處監禁
10年，如有人利用汽油彈縱火，可
判處終身監禁。

止止暴暴制制亂亂A1、A20 ■責任編輯：楊洋 ■版面設計：陸明

搗兩武器工場 警檢近190燃彈
搜出原料可製逾百彈 拘6人包括城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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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魔前日假借
煽暴派區議會選舉候選人「造勢」之名，暴走港
島及九龍有組織地大肆堵路破壞，燒砸店舖、港
鐵站，毆打市民，又向警員投擲汽油彈及磚頭，
更燒砸新華社亞太總分社。暴徒在銅鑼灣和旺角
鬧市放置懷疑炸彈，四處引爆用小型GAS罐製成
的「燃爆彈」，整個暴亂持續15小時，警方要出
動拆彈車引爆，最少釀成54人受傷，逾200人被
捕，包括3名暴力派區選候選人。警方及特區政
府再次強烈譴責暴徒目無法紀的暴力及破壞行
為，將對所有違法行為追究到底。

警多處需出動拆彈車
前日下午3時起，大批示威者包括逾百名暴力

派區議會選舉候選人，不理會警方已發出的反對
通知書，在維多利亞公園非法集結，最終變成大
規模破壞行為，大批蒙面黑衣魔肆虐銅鑼灣和灣
仔、中環，位於皇后大道東的新華社亞太總分社
辦公大樓亦被砸毀玻璃門及投擲汽油彈縱火。
入夜後黑衣魔更將黑色恐怖蔓延到油尖旺，除

破壞港鐵站設施外，更有組織地向特定商舖大肆
破壞和縱火，以及襲擊多名持不同政見的男女途
人，當中一名男子更被脫去衫褲圍毆。
在旺角，黑衣魔在鬧市罔顧居民及途人安全，

於路中放置土製炸彈，並將一些用壓縮氣罐製成
的「燃爆彈」拋入火堆中燒致爆炸，發出巨響及
冒起火團。當中有暴徒在路中沙堆放置懷疑土製
炸彈後，再離遠投擲汽油彈企圖引爆，幸不成
功。其間大批防暴警出動作出驅散外，須召來爆
炸品處理課人員在多處地點使用拆彈車引爆可疑
爆炸品。驅散行動持續至昨日清晨5時過後，黑
衣魔始逐漸散去。

共拘逾200人54人送院
警方指，截至昨日凌晨1時一共拘捕超過200

人，涉及罪名包括非法集結、藏有攻擊性武器、
刑事毁壞、身處非法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等。醫
管局則指激烈示威活動中，共有54人（16歲至71
歲）受傷送院，其中1名男子情況嚴重，另外14
男9女情況穩定，餘下20男10女經治理後已出
院。
警方及特區政府強烈譴責暴徒目無法紀，罔顧

大眾安危的暴力及破壞行為。形容暴徒的行為嚴
重擾亂社會秩序，影響廣大市民的生活。
警方重申，絕不容忍任何人為達任何目的而訴

諸暴力，必定堅決採取執法行動以回復社會秩
序，並對所有違法行為追究到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旺角在過去4個多月都是
黑衣魔作亂的黑點，加上警署被圍無法出警，區內常現
「無警時分」，有歹徒則趁火「打劫」，區內爆竊案近月
倍增。花園街一間家品雜貨店職員，前晚匆匆拉閘避暴，
離開時疑忘記將門外的電閘掣箱蓋鎖上，至昨晨返回時發
現被賊人入內爆竊，損失約1萬元現金。警方事後翻看閉
路電視，證實同一賊人亦曾潛入同街另外3間店舖，幸3
店經點算並無損失。

匆忙閂門 忘鎖電閘
昨晨8時許，警方接獲旺角花園街195號一間家品雜貨店

的職員報案，指返回開舖時，發現店內有被搜掠痕跡，收銀

機被撬開，內裡約1萬元現金不翼而飛。警員到場經翻看店
內的「天眼」片段，顯示昨日凌晨5時許，有一名戴黑色口
罩、藍色帽和太陽眼鏡，以及揹背囊的男子先在店外徘徊，
其後打開店外的電閘掣箱開啟捲閘進內搜掠。警方遂將案件
列作爆竊案，交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另在調查期間，警員又發現同一賊人曾在同街先後拉閘
進入一間背囊舖、一間家品店及一間空置店舖，幸經聯絡
各負責人點算後，證實無財物損失。
據現場消息稱，由於前晚旺角再次發生暴亂，有黑衣魔
四處縱火破壞，當中包括店舖，更有市民遭到暴徒圍毆，
涉案店員為策安全，落閘提早關門離開避暴，惟匆忙間忘
記鎖上電閘掣箱，結果讓賊人有機可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蒙面黑衣魔前日在港島
大肆破壞、堵路及縱火，防暴警在中環發射催淚彈驅散暴
徒，一輛灣仔港灣消防局的消防車，在前往撲救港鐵中環
站火警時，被催淚彈誤中擋風玻璃，車上一名消防員跳下
車，與防暴警一度口角。警方和消防處昨晨發表聯合聲
明，指雙方言語有誤會，事件已解決，兩部門會攜手合
作，止暴制亂。
事發11月2日晚6時15分，蒙面黑衣魔在中環四處破

壞，先後在中環港鐵站3個出入口放火和破壞，消防處調
派一輛消防車處理在港鐵中環站C出口的火警時，當時防
暴警正施放催淚彈驅暴徒，有催淚彈誤擊穿該消防車的擋
風玻璃，負責駕車的消防員不滿被催淚煙影響，下車爆粗
質問防暴警。涉事影片在網上和媒體公開後，警方和消防
處管理層急忙為事件「撲火」。
警方與消防處昨凌晨1時46分發表聯合聲明，指有關消
防車主管與隊員到場後，隨即進入站內處理有關火警，而
負責駕駛該輛消防車的消防員則留在車上作後勤支援。晚
上約7時半，當警方防線推進至干諾道中一帶時，有暴徒
漠視警方指示，拒絕離開。因應現場情況，警方施放催淚

煙進行驅散，一枚催淚彈誤中該輛消防車，催淚煙進入駕
駛艙令該消防員受影響，他隨後下車並向當時於消防車附
近執勤的警員表達不滿，雙方在言語上曾有誤會，其後雙
方在現場溝通後，事情已處理及解決。
聲明指，警方與消防處管理層已經就事件作出溝通，並

互相闡述前線人員當時的工作情況。雙方並表示理解和尊
重彼此的工作，未來會繼續攜手合作，止暴制亂。

旺角黑夜連月 小店避暴失財

消防與警方攜手合作止暴

◀◀警方在元朗一工廈內警方在元朗一工廈內
搜出一件戰術背心搜出一件戰術背心。。

警方圖片警方圖片

■黑衣魔在旺角製造的土製炸彈。 網上圖片 ■黑衣魔前晚在旺角於路中放置土製炸彈。 視頻截圖

■■黑衣魔前日在港九再掀暴亂黑衣魔前日在港九再掀暴亂，，並狂並狂
掟汽油彈襲警及堵路縱火掟汽油彈襲警及堵路縱火。。圖為黑衣圖為黑衣
魔在灣仔鵝頸橋附近縱火阻止警方推魔在灣仔鵝頸橋附近縱火阻止警方推
進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一名消防員與警員產生誤會一名消防員與警員產生誤會，，事件隨後已經解決事件隨後已經解決。。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在灣仔住宅單位內搜
出的用來製造汽油彈的
原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前日在一個住
宅檢獲大量汽油彈，
相信當時正準備送往
「前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黑衣魔前晚在旺角堵路縱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黑衣魔在旺角彌敦道焚燒路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前晚在銅鑼灣波斯富街，出動拆彈車引爆懷疑炸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前日在元朗橫洲搗破警方前日在元朗橫洲搗破
一個汽油彈倉庫一個汽油彈倉庫，，檢獲檢獲100100
公升疑似汽油公升疑似汽油。。 警方圖片警方圖片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仇鴻昨日
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表示，全
港社會應該抵制暴力，在現時
的情況下，不是要重點保護哪
一些地方，必須大家一起發揮
正能量反對暴力。
就新華社被打砸一事，仇鴻表

示《人民日報》的評論是明確的
答案，針對新聞機構的暴力犯罪
行為，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
不會容忍的，堅決支持香港警方
止暴制亂，向暴力說不。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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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十月初八 十二立冬
港字第25430 今日出紙3疊8張半 港售10元

星
期
一大致天晴 日間乾燥

氣溫22-29℃ 濕度4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