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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升美國旗被制止 同夥施暴圖搶犯

趁警忙驅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擎槍護旗

蕭景源）「港獨」黑暴勢力猖獗，公然拆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6 月份爆發修例風
波至今逾半年，暴動騷亂無日無之，警隊抽調大量人
手疲於應付，坊間日常警力被攤薄，賊匪乘機干犯嚴
重罪案，致近日涉及金行、錶行劫案飆升。昨日再有
「獨派」在中環搞集會期間，有黑衣魔辱國旗、搶
犯、襲警，釀成騷亂之際，3 名與黑衣魔打扮類似的
蒙面匪乘亂在銅鑼灣廣場械劫一間二手錶行，掠走約
60萬元名錶。

旗圍攻警員。大批「獨人」昨午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的所謂「聲援
維吾爾族人權」集會，多名「港獨」頭目撐場。黑衣暴徒借機挑戰國
家尊嚴，在香港大會堂外拆下旗杆上的國旗拋在地上，企圖升起美國
旗，防暴警及時制止及拾回國旗，並拘捕拆國旗的狂徒，但被黑衣魔
群起圍毆圖搶犯，警員為保護國旗，擎槍逼退暴徒，至少 3 名暴徒被
捕。特區政府強烈譴責有集會者揮動「港獨」旗幟，發表「港獨」言
論，並把國旗拆下丟在地上，違法的人須負刑責。

飛腳襲警

日下午 4 時許，有約千人響應「港
昨獨」分子號召，到中環愛丁堡廣場

參與集會，當中多名「獨人」在場發
言，會場有人揮動「港獨」旗、美國
旗、港英旗和支持分裂勢力的旗幟、標
語。至下午 5 點半左右，有「港獨」黑
衣魔走到附近的中區香港大會堂外，將
懸掛旗杆上的一面國旗拆下及拋在地
上，又企圖升起一面美國旗，近十名防
暴警員迅速趕到制止升美國旗，一名警
員拾起地上的國旗抱在懷中，即被一名
暴徒從後推撞該名防暴警及企圖搶去國
旗，防暴警將他按地制服，但隨即遭到
至少 50 名蒙面黑衣魔包圍。

同黨狂擲水樽摺櫈
半百暴徒對 10 名防暴警展開瘋狂攻擊
及企圖搶犯，向警員潑水及掟攝影腳架襲
擊，但警員仍成功將 3 名暴徒按倒地上，
其他黑衣魔見狀除向警員投擲至少 20 個
水樽及摺櫈，有人飛腳踢向按住疑犯的警
員頭部，有蒙面黑衣魔則從後推跌一名警
員，當該名警員擬爬起身時，再被另一名
黑衣人從後起腳踢倒地上，身上的胡椒噴
霧亦跌落地面，與此同時有黑衣暴徒則乘
機企圖搶犯，並一度企圖搶走地上一名制
服疑犯的警員佩槍，該名兩度遇襲倒地的
警員見狀，為控制場面，當機立斷，拔出
佩槍指向一名施襲暴徒，將大批暴徒逼退

後，隨後將佩槍放回槍袋。
很快再有大隊防暴警員到場增援，在
場面稍受控制後，警員迅將 3 名被制服的
暴徒押上警車，以防止再度出現搶犯場
面，其間一名身穿運動外套的男疑犯仍緊
扯警員手中的國旗不放。
隨後，舉辦集會的主持亦宣佈集會結
束，而到場增援的防暴警員則舉起黑旗警
告黑衣人立即離開，而手持長盾的警員一
字排開，向中環國際金融中心推進。

警方晚上 7 時收隊
惟現場所見，仍有縱暴分子不肯離
開，一度無理地指罵警員，部分蒙面黑衣
人則走到龍和道用水馬和雪糕筒雜物堵
路，但被防暴警驅散，防暴警又在中環碼
頭行人天橋發射橡膠子彈，又在橋底截查
多名黑衣人，至少帶走 5 人。其後防暴警
員再於機鐵香港站外截查多名黑衣人，至
晚上7時，警方回復現場秩序後撤離。
政府發言人昨晚指出，提倡「香港獨
立」不符合香港特區在基本法下的憲制
及法律地位，不符合香港社會的整體和
長遠利益，亦牴觸國家對香港既定的基
本方針政策。發言人強調，根據《國旗
及國徽條例》，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
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
辱國旗或國徽，一經定罪，可被罰款 5
萬元及監禁 3 年。

「護港盟」
強烈譴責辱旗惡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守護
香港大聯盟」昨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昨
日有人在中環集會時，將一面國旗扯下並
丟在地上的違法行為。
「守護香港大聯盟」召集人黃英豪表
示，國旗是國家的象徵，神聖不可侵犯。
有黑衣人公然侮辱國旗，這是損害國家尊
嚴，涉嫌觸犯香港《國旗及國徽條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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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行為。按照該條例第七條規定，任何人公
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
踏等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即屬犯罪，一
經定罪，可處第五級罰款及監禁3年。
因此，黃英豪呼籲警方以及律政司應
嚴正執法，將故意侮辱國旗的黑衣人繩之
以法。同時，希望警方採取有效措施，守
護國旗，以保護國家的尊嚴不受侵犯。

暴徒半年十毀國旗
7月
1日

中環立法會大樓外，有示威者拆下旗杆上一面
國旗，改掛起一面黑色有白色紫荊花圖案旗幟

8月
3日

尖沙咀海港城五支旗杆，數名示威者拆一面國
旗並丟入附近海中

5日

尖沙咀海港城五支旗杆，一批黑衣人拆下一面
國旗拋入海中

25日

葵涌運動場，有示威者拆旗杆上一面國旗並丟
在地上踩踏

搶劫爆竊案飆升

近半年縱暴派藉反修例風波煽動連串暴力示威衝突，
警方頻頻抽調大量人手止暴制亂，致日常社區警力被迫
攤薄，賊匪乘亂出動搵快錢，令本港治安惡化。最近數
月搶劫金行及錶行案件頻生，最近一宗發生於本月13
日，旺角花園街一間二手錶行短短一個月內兩度遇劫，
首次遇獨行電槍歹徒搶劫時幸保不失，但其後再遭4名
刀錘歹徒闖進行劫，賊人斬傷店東逼開夾萬，掠走一筆
現金，並錘爆飾櫃掠走一批名錶，損失財物逾 200 萬
元。早前警方透露，今年7月至10月的罪案數字急升，
其中搶劫及爆竊案更飆升逾九成。

9月
1日

東涌泳池外，有蒙面黑衣人拆下旗杆上一面國
旗焚燒

2日

中區特首辦外，黑衣人將一面國旗用黑漆噴上
「不可信」字句插於水馬上

15日

灣仔港島皇悅酒店外，有示威者將旗杆上一面
國旗拆下燒毀

21日

屯門大會堂外，黑衣人將旗杆上一面國旗拆下
點火燒毀

22日

沙田大會堂外，多名黑衣人將旗杆上一面國旗
拆下踩踏、塗黑，並丟進垃圾桶推落水池，最
後丟入城門河

12 月
22日

香港大會堂外，有「港獨」黑衣魔將旗杆上一面
國旗拆下丟棄地上，警員到場制服3名男子帶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屈警製亂搶犯 情況愈趨惡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泛暴政棍、
煽暴分子製造混亂，公然襲警搶犯已成為警方
「止暴制亂」的重大障礙。警方昨晚踢爆暴徒
將「屈警」和「搶犯」二合一，有人在網上甚
至教唆暴徒在被警方制服被捕時，謊稱被非
禮、毆打和搶劫，以煽動更多人包圍警員，製
造混亂場面阻止警方執法，趁亂協助被捕者逃
脫法網。警方斥有人用這種卑鄙行為污衊警
隊，不但阻撓警方執法，也會引起公眾恐慌，
危害公眾安全。
昨日警方在中區集會拘捕破壞國旗的黑衣暴
徒時，被大批人包圍推撞及圖搶犯，在截查黑衣
人時也遭到包圍辱罵。上周五（20 日）警方在

案發於昨傍晚 6 時許，3 名黑衣魔打扮的蒙面匪徒
闖進銅鑼灣廣場一期地下一間買賣新舊名錶的店舖，
當中兩名歹徒分持類似手槍及利刀指嚇職員，另一同
黨則以鐵錘敲碎飾櫃玻璃，掠去一批名錶，3 匪得手
後，徒步穿過一條後巷向維園方向逃去無蹤。
警方接報大為緊張，調派部分原本應付中環集會騷
亂的防暴警趕抵，荷槍實彈封鎖現場調查，港鐵銅鑼
灣站 B 出口亦一度暫時關閉，警員於附近一帶搜捕兜
截無發現，但在賊人逃經的後巷中檢獲 3 隻名錶、仿
製槍、利刀、鐵錘及手套等相信涉案證物。店方點算
後證實被劫走一批約值60萬元的名錶。
警方正翻查附近天眼，追緝3名年約20餘歲、操本
地話、均戴黑頭套、黑口罩、黑帽，類似暴力黑衣魔
打扮的涉案賊人歸案。警方初步不排除劫匪趁中環昨
午有集會活動，會有大批警力要調派應付，且港島區
會有大批黑衣人出現而刻意打扮，趁亂作案。

匪劫錶行

■身穿運動外套的疑犯仍緊扯警員手中的國旗不放。

店方損失 60 萬財物

大埔拘捕「港獨」槍手時，即使狂徒開槍射人，
仍有大批自稱街坊的煽暴者包圍叫囂，多名泛暴
候任區議員也興風作浪，追拍及要求便衣探員出
示委任證，令探員陷入險境。
日前警方在尖沙咀、元朗的商場驅散暴徒
時，也遭圍觀者和「黃媒」記者干擾執法，追問
警員出示委任證，其實煽暴黨對執法人員的身份
心知肚明，追問委任證的目的根本不是要辨別警
員身份，而是要阻撓警方執法。

煽警民對立 恐惹起恐慌
警方昨晚指出，留意到一直有人鼓吹，一旦
遇到警方拉人的時候就污衊警員製造混亂，正因

為如此，被捕的暴徒多次在混亂中逃跑。近日有
人在網上教人扮被非禮、襲擊或打劫，不但製造
混亂，也會分散警員的注意力，前線防暴警反映
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
警方發言人重申，如果無人犯法，警方就
不會執法，也不用派人去拘捕疑犯，而煽動
和污衊警隊的人，不但會干犯阻差辦公、在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在現場煽風點火污衊警
員、鼓吹對立，不但阻撓警方執法，更會引
發市民恐慌，聖誕節來臨，不少市民都會上
街慶祝，警方呼籲在人多擠迫的地方，遇到
突發事件要保持冷靜，不要受人煽動，同時
聽從警方指示。

■警方事後用膠帶圍封遇劫錶
行蒐證。
行蒐證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主導中環集會
「港獨」
高調播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
民、蕭景源）昨日在中環愛丁堡
廣場舉行的所謂「維吾爾族人權
集會」，據香港文匯報記者觀
察，該集會是由「獨人」劉頴匡
發起，全程由「港獨」分子組織
主導，到場的「獨人」包括被取
締的「香港民族黨」的頭目陳浩
天、「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
林、「資深獨人」鄭俠等，其中
鄭俠更高調在前排揮動「港獨」
旗。

挑釁警員 挑動群眾
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觀察，這
場播「獨」集會分工有序，劉頴
匡負責主持集會，陳浩天、鄭俠
和鍾翰林等「獨人」就輪流上台
講話及在前排「幫忙」，並不時
隨大會主持而大叫「港獨」口
號，較為特別的是，與「獨派」
關係密切的候任葵青區議員張文
龍也有到場，並與陳浩天有講有
笑，狀甚老友。
在集會臨近尾聲時，有蒙面暴
徒開始按捺不住向在場觀察的警
員作出挑釁行為，而一眾「獨
人」則從旁肆意挑動群眾的情

緒。
發起今次集會的劉頴匡最近成
立所謂的「民間集會團隊」，借
機籌集款項。翻查資料，劉頴匡
過往亦有發起播「獨」集會，包
括 10 月 24 日在中環遮打花園發
起「香港加泰人權自由集會」，
更邀請了在港的西班牙加泰隆尼
亞人組織代表上台演講，活動尾
聲更播放加泰「國歌」，借機宣
揚「港獨」思想，當日有人揮動
「港獨」旗，大叫「港獨」口
號。
另外，資料顯示，已被取締的
「香港民族黨」前召集人陳浩天
目前是「戴罪之身」，他涉今年7
月的「光復上水」遊行，被控非
法集結和襲警。控罪指他於「光
復上水」行動當日、即今年 7 月
13 日在上水新運路及智昌路交
界，連同其他身份不詳的人非法
集結，並襲擊警署警長陳國深。
案件 12 月 4 日在粉嶺裁判法院
再次提堂。裁判官應辯方要求，
將案件押後至明年 1 月 29 日再
審。辯方以工作為由，申請剔除
陳浩天的宵禁令，惟遭裁判官拒
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