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楊 洋

2020年1月7日（星期二）

20202020年年11月月77日日（（星期二星期二））

2020年1月7日（星期二）

民陣經常裝模作樣搞所謂「和理非」，但一發生黑衣魔破壞事件就嫁禍警

察。元旦港島遊行當日，一批混在人群中的黑衣魔突然發難大肆破壞灣仔一間

中資保險公司。事件發生後，民陣為抵賴自身煽暴之罪，竟指責是警方派臥底

進行「破壞」。昨晚，網上傳出一段短視頻，一名自稱是當日被遊行者「捉

鬼」而打走的「女勇武」在片中力證自己不是「鬼」，譴責民陣「老屈」。知

情者稱，視頻中出現的女子真是「勇武派」而非警察，民陣「捉鬼變捉蟲」事

件，明顯是要出賣「武勇派」。

魔女認砸店 證民陣屈警
元旦毀商舖被當「鬼」追打 出逃拍片揭「捉鬼變捉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黑魔燃彈掟藍店謀滅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黑衣魔繼續用暴
力對付持不同政見的市民，企圖滅聲。昨日凌晨一間
位於深水埗的川菜館遭黑衣暴徒投擲汽油彈及小型石
油氣罐襲擊，店內顧客一度走避，幸未釀成傷亡。據
悉，由於該食肆男店東曾在網上發表撐警言論，又被
煽暴派文宣屈指「窩藏」一宗斬人案的兇徒，不排除
昨日再遇襲是煽暴派的滅聲行動。不過，店東表示無
懼惡勢力，撐警立場絕不動搖，他又勸喻時下青年千
萬不要「精人出口，笨人出手」，斷送美好前程。

點燃汽油彈扔進店內
遭黑衣魔投擲汽油彈及小型石油氣罐的川菜館
「四川辣妹子」，位於荔枝角道204號。昨日凌晨
2時08分，店內除有姓陳（47歲）男店東外，仍有
一枱3名熟客。其間突有兩名身穿黑衣黑褲、戴黑
色帽及以口罩蒙面的男子現身走近店門口，其中一
人點着手上的物體，一名食客發現立即大叫：「有
事呀！」與此同時男店東企圖大聲喝止，但兩名黑
衣人已各自將一件物體掟入店內，掉頭逃走。
男店東與食客隨即追出，惟至詩歌舞街附近失去

黑衣人蹤影，遂折返店舖察看情況，發現被掟入店
的是一枚用啤酒樽製造的汽油彈，以及一支小型石
油氣罐，所幸汽油彈並無炸開起火，石油氣罐亦無
爆炸，店東於是報警求助。
警員到場經調查，檢走一個未有爆開懷疑土製汽
油彈和一支小型石油氣罐，將案列作「企圖縱火」
交由深水埗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跟進。據悉警方
正設法緝捕兩名涉案的蒙面黑衣人歸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晨到遇襲的川菜館了解，發現
食店重門深鎖，暫停營業，門外則貼有一張由負責
人發出的聲明，指上月24日平安夜，店東報警舉

報一班不相熟的食客與別人的糾紛。

遭煽暴文宣誣衊藏兇
直至昨日傍晚，該店恢復營業，姓陳男店東也回

店坐鎮。據悉，平安夜在該店發生的一宗食客糾紛事
件，源於一對夫婦為女兒出頭，3人指摘店內數名
男食客早前打人及打爛女事主的電話和眼鏡，眼見
雙方就快開打，店東於是報警，及後經警員調停，
事件賠錢了事。但約同一時間，附近的塘尾道亞皆
老街天橋底亦發生一宗斬人血案，詎料隨後被煽暴
派文宣組散播謠言指該店「窩藏」斬人案兇徒。
姓陳的店東昨日透露，上月25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的專訪後，翌日凌晨即遭四五名黑衣人闖入店內
破壞，除推倒爐具外，更砸爛招牌，他最終喝退暴
徒，其後已在店內安裝閉路電視，故此今次可拍下
暴徒破壞的過程，已交由警方跟進。

店舖挨砸 信念不改
被問到店舖屢遭煽暴派文宣滋擾外，破壞行動亦

不斷升級，是否為此感到擔心及懼怕時。陳直言
「無得好驚，我唔去保護自己的財產，係無可
能……呢啲係我嘅心血，有權保護……但會叫屋
企人出入提高警覺。」他又指自己支持警察並無做
錯，只是與其他人的政見和想法不同，本身並無傷
害到任何人，故此無問題。他續指，雖然店舖屢遭
破壞，但不會改變自己的信念，「正如我亦無法改
變其他人的想法……自己覺得對就得。」
陳又勸喻時下青年人，千萬不要「精人出口，

笨人出手」，做任何事前都要想清楚對與錯，以
及分析事情是否屬實，否則一旦犯法定罪，就此
斷送美好前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民
陣發起的港島區「元旦大遊行」，在
遊行起步僅約一個多小時，即有蒙面
黑衣暴徒在灣仔破壞匯豐銀行，警方
別無選擇下，採取驅散及拘捕行動，
而整個遊行最終亦被暴徒騎劫而腰

斬。警方昨在香港警察facebook專頁貼
文，指留意到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於本
年1月1日接受海外電視台訪問期間，
誣衊警方於當日遊行活動期間，派出
臥底探員破壞商舖。警方對於毛孟靜
罔顧事實、惡意誤導及不負責任的言

論，已去信表達強烈不滿。
警方在貼文中指，事實上警方當日下
午已透過社交媒體和新聞稿，嚴正澄清
警員並無作出違法行為。
警方亦於翌日（2日）的記者會上，

重申破壞商舖是暴徒的惡行。案件現正
由灣仔警區重案組跟進調查，警方重申
必定嚴正跟進案件，將暴徒繩之以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中文大
學校園去年11月遭黑衣魔強佔更變成
「武器庫」，被迫提早結束第一學期，直
至昨日第二學期終於重新開學，校園各出
入口均有保安駐守，要求所有出入者出示
相關證明文件。校長段崇智亦向全體師生
發公開信，表示大學出入仍受管制，鑒於
大量校巴於11月被毀壞，需安排臨時校
巴穿梭校園，港鐵大學站則局部開放。
中大師生昨早陸續回校上課，校園在各
個出入口都設置檢查站，其中以港鐵大學
站出入口最為嚴密，超過10名保安駐
守，要求學生和教職員出示中大證件，訪
客則要登記身份證。有回校學生表示理解
校方做法，有助防止不明人等進校，確保
校園安全。

二號橋夏鼎基運動場續關
而段崇智昨日亦向全體師生發公開信指，

為安全起見，現時大學出入仍受管制，個
別地點如二號橋和夏鼎基運動場將繼續關
閉，除此之外校園往來大致暢通亦適宜居
住，交通方面校方已安排臨時校巴穿梭校
園，港鐵大學站則局部開放，「開學初
期，難免有少許不便，我懇請各位多加體
諒，予校園空間修復，回復昔日姿彩。」
他又提到校方早前已在校園不同地方收集

泥土、水和空氣樣本，檢測二噁英和山埃等
有害物質，測試結果表明有害化學物含量遠
低於風險水平，對人類健康並無顯著威脅。
同日香港教育大學亦正式開始第二學

期，校方有安排保安於校門檢查入校人士
的相關證件，訪客需要登記個人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
年11月連續多日的所謂全港「三
罷」行動，引發各區暴徒聚集作打
砸燒及堵路等不法行為。一名大專
女生在長沙灣參與堵路被警方截
查，搜出刀、錘、燃液等攻擊性武
器，案件昨於西九龍裁判法院提
訊，控方修改控罪，主任裁判官羅
德泉將案件押後至下月初進行預
審，被告申請保釋被拒，須在牢中
度過農曆新年。
被告韓德芳、19歲，報稱為香港

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生。她原被控
一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罪，還柙至昨日再於西九龍裁判法
院提堂時，控方獲准申請改控一項
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控
罪指她於2019年11月12日在長沙灣
福榮街512號地下外管有30厘米長

鐵錘、刀鋒長10厘米的摺刀、20厘
米長扳鉗、鏍絲批、960毫升酒精、
打火機及一疊報紙，意圖將上述物
品作非法用途。
案情透露，當日被告與十多名黑

衣魔聚集在港鐵長沙灣站外堵路，
警方驅散時，被告躲藏在一輛貨車
底，被警員發現及拘捕，並搜出藏
有上述不法工具。
辯方昨再提出保釋申請，並辯稱
搜獲的消毒酒精是常見家居物品，
惟控方指酒精屬易燃有機溶劑，並
指由於社會事件尚未平息，仍不斷
有縱火、堵路、破壞店舖、濫用私
刑等惡劣情況，繼續反對被告保
釋，並透露本案會有5名控方證人。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聽取雙方陳詞後
拒絕被告保釋申請。案件押後至2月
6日進行預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11
月警方圍堵理工大學逾千黑衣魔期間，
大批暴徒在大學外圍參與暴動，企圖協
助校園內的暴徒逃走，警方採取驅散行
動拘捕60人，並控以暴動罪。其中一
名澳洲留學生早前獲保釋，其間可赴日
參與交流活動。前晚（5日）深夜他到
機場準備離境時，入境處人員指他「搶
閘」離境，涉違反保釋條件交警方扣
留。他昨被押解至九龍城裁判法院，裁
判官嚴舜儀強調被告離境時間與法庭批
准令相差5分鐘，警員並無酌情權放他
走。不過指被告只是技術犯錯，准他續
以原有條件保釋，並可繼續於指定時間
內赴日交流。
案中被告梁嘉淇，24歲，報稱於澳
洲大學求學，他被控一項暴動罪，即於
2019年11月18日在油麻地彌敦道近窩
打老道交界，與其他人參與暴動。

被告早前與其他被告提堂時，裁
判官將案件押後至今年 3月 11日再
訊，其間准他以5萬元現金、及母親
10萬元人事作擔保，保釋期間可離
港繼續到澳洲升學，下次再訊時不
用回港，僅須委派法律代表出庭。
又批准他於今年1月6日離港到日本
大阪大學交流。
被告於前晚(5日)到達機場，擬登上6

日凌晨1時25分的航班往日本，於深夜
11時55分準備離境時，入境處人員指
他違反保釋條件，警員接報到場處理
時，被告又未能出示擔保紙，多番解釋
不果，終被帶走扣押。
昨日被告被解到九龍城裁判法院處

理。裁判官嚴舜儀表示，由於被告離港
時仍未到1月6日，法庭的批准令尚未
生效，警方出於責任所在才拘捕他。最
終批准被告續以原有條件保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匯豐銀行早前凍
結「星火同盟」賬戶，渣打銀行香港行政總裁禤惠
儀昨日出席一個論壇記者會時回應表示，相信銀行
業界會嚴格遵守和執行反洗黑錢（AML）的國際
和本地標準，亦與金管局密切聯絡，個別情況需由
個別銀行及監管機構評論。
有傳銀行業界建議金管局向公眾解釋相關法例，她

認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一直要求所有銀行按照
國際標準來嚴格執行反洗黑錢條例。被問及警方是否
亦向渣打發出類似的凍結命令時，她不予置評。

禤惠儀：港銀遵守反洗錢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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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涉理大暴動「搶閘」離境被扣留 「三罷」持武器案 女生獄中過新春

■中大昨日復課，進入校園須出示證件。 中通社

■「四川辣妹子」昨日凌晨遭兩名黑衣魔投擲汽油彈及小型
石油氣罐襲擊，之後暫停營業，門外貼出一張由負責人發出
的嚴正聲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姓陳店東（右）表示，自己支持警察並無做錯。雖然店舖
屢遭破壞，但不會改變自己的信念。 資料圖片

一名自稱是當日在灣仔中人壽店舖外「被
捉鬼」的「女勇武」，在 facebook、

Telegram及「連登」上載一段約4分鐘的視
頻，只見她背向鏡頭展示其長髮，並講述當
日遭「和理非老屈」經過。她在片段開頭聲
稱「由於事態嚴重，而自己的身份已經暴
露，目前已經離開香港，」並稱自己已潛逃
到東南亞地區。據稱，該名「Full Gear」
（全身裝備）的「女勇武」當日是與「勇武
小隊」一起參加遊行，其間有黑衣魔「裝
修」（破壞）中人壽的店舖，打爛了店舖玻
璃，此時，突然被一批民陣支持者指罵她們
是「鬼」（臥底警察）。

民陣掩縱暴圖嫁禍警方
黑衣魔被包圍後雙方一度發生推撞，該名
「女勇武」多次澄清自己是「自己人」，但
現場人士一直指他們的身份是警察，在追打
推撞期間，有「黑衣人」連背包也被扯到地
上。當黑衣魔被打走後，有人上前檢查黑衣
魔留下的背包，並沒有發現包內有任何警察
文件，反而發現數支汽油彈，明顯不是他們

所說的「臥底警察」，但民陣為圖掩蓋自己
縱暴的事實，不斷堅稱打爛中人壽店舖玻璃
的人是「鬼」，企圖嫁禍警察，而連登的文
宣組更放上多張指責「警察扮黑衣人」的文
宣，言之鑿鑿稱該批黑衣魔全是「臥底」。

斥民陣為屈警陷人不義
視頻中，「女勇武」顯得較肥胖，但她解
釋稱，是在外衣內穿上了防彈衣才顯得肥大。
事件後，她被迫逃離香港，更怒罵民陣為「老
屈」警察而陷她於不義，「累到我同我小
隊」、「我永遠都會記入小器簿」。「女勇
武」並稱，自己會開一個新channel，新chan-
nel「功能係輔助解釋勇武行動」，以防事件
再次發生。
據悉，元旦遊行當晚已有大批「勇武」力
證「裝修者」不是「鬼」而是「同路人」，但
民陣一於少理，繼續鋪天蓋地指責是臥底警所
為。而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在接受英國媒體訪問
時亦說是「臥底」進行「裝修」來「破壞民陣
遊行」云云（見另文）。不過，昨晚這段「女
勇武」視頻一出，泛民的謊言不攻自破。

毛姨誣警毀店 被批罔顧事實

■■黑衣魔在元旦遊行期間破壞一間位於灣仔的中國人壽店舖黑衣魔在元旦遊行期間破壞一間位於灣仔的中國人壽店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黑衣女被疑是黑衣女被疑是「「鬼鬼」」被追打被追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被民陣被民陣「「老屈老屈」」是是「「臥底警臥底警」」的黑衣女拍的黑衣女拍
片澄清片澄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