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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昨日再拘捕及落案控告31人，包括最
少12名學生涉嫌參與暴動及在公眾地方管有
攻擊性武器等罪名，其中1人年僅13歲。他
們當中14人是涉及去年11月理大一帶暴動
案的疑犯，將在本月18日於東區裁判法院提
堂，另17人則涉及去年8月29日深水埗警署
外非法集結及投擲磚頭的疑犯，將在下月16
日於九龍城裁判法庭提堂。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訛騙組陳振中總督察

表示，去年11月於理工大學一帶發生的暴動
中，警方拘捕的15名（16歲至61歲）男女
包括學生，其中5人事後接受警方保釋候
查，另10人拒絕保釋候查，即俗稱「踢保」
獲釋。事隔近半年，警方經調查蒐證及諮詢
律政司意見後，認為有足夠證據作出檢控，
遂在昨日於全港各區拘捕9名「踢保」者及
通緝1名涉案者。
該9名被捕者和另在早前獲准保釋者合共

14人，昨日被落案控告一項參與暴動罪，其
中4人再被加控一項管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
罪，1人則被加控一項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
性武器等罪。案件本月18日在九龍城裁判法
庭提堂，稍後將轉往區域法院受審。
去年8月29日晚上，大批示威者非法集結

在深水埗警署外，其間有人向警署投擲磚

頭，更用鐳射筆照射警員。警方在多次警告
無效下，採取驅散行動並拘捕14男4女（13
歲至41歲），當中12人為學生。翌日警方以
參與暴動罪名控告當中3人，另外兩人接受警
方保釋候查、13人則成功「踢保」獲釋。
事隔近9個月，西九龍總區重案組（專案

調查）署理警司盧嘉晉表示，警方經調查蒐
證及諮詢律政司意見，昨日再次拘捕當日
「踢保」獲釋的12人並通緝剩餘的1人，即
12名被捕疑犯連早前獲保釋候查的兩人和被
起訴的3人合共17人，昨被落案控告參與暴
動罪及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等罪名。案
件將在下月16日於九龍城裁判法庭提堂。
警方強調，拒絕保釋候查而獲釋並不代表

就此可以逃避刑責，警方只要有足夠證據便
會作出拘控，並呼籲年輕人應守法，一旦入
獄及留有案底，將斷送大好前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涉磚襲警署理大暴動

再多31人被控

■警方控告11男3女涉嫌參與暴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交易網上進行 工場門市不明 私人戶口收款

鬼祟黃印刷企
專製暴獨文宣

黑暴活動近期密集出現，而攬炒派在多區發動的「快閃」及

「和你Sing」場合，不少黑魔「旗手」都必定會展示「港獨」及煽動暴力的標

語橫幅吶喊助威。香港文匯報記者調查發現，近期在「黃圈」出現多個

「印刷公司」，以印製煽暴文宣以及旗幟作招徠，但這些「黃店」的背

景非常神秘，交易過程只通過網上進行，接單者不會透露工場或門市地

址，有的雖宣稱是公司，收款卻用私人戶口。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公司註

冊處查閱，發現根本沒有它們的資料。■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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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魔近期在各區多個商場搞煽暴活
動，這些黑魔展示的「港獨」旗

幟和橫幅都頗為「新淨」，明顯是從
未使用過的文宣物品。香港文匯報記
者發現，有「黃圈」印刷公司以印製
煽暴旗及「港獨」旗作招徠，更聲稱
會將部分收入捐給「手足」，以吸引
反對派支持者幫襯。

與「民主動力」有合作關係
據悉，一間在「黃圈」中頗有知名
度的印刷公司「Scarlet Print」，一直
高調撐暴，其facebook專頁的封面就
貼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標
語，及攬炒派的選舉協調機構「民主
動力」召集人趙家賢的相片，暗示與
「民主動力」有合作關係。
「Scarlet Print」在網頁及fb專頁上

主力推銷黑暴旗幟，售價為100港元，
聲稱這些旗幟和文宣印刷品都是現貨，
毋須訂製，可大量提供給「支持者」使
用，並稱會將收入的 30%
捐給

煽暴組織「星火同盟」。但據了解，
「星火」的銀行戶口早前已被凍結。
香港文匯報記者以普通買家身份與

「Scarlet Print」方面聯絡後，對方稱
屆時要到亞皆老街旺角商業大廈一個
「交收點」提取貨品即可。記者在
「交收點」外觀察，發現該「交收
點」是一間「黃店」，店舖門面貼滿
煽暴文宣，店內放滿雜物及垃圾，但
並不是「Scarlet Print」的店舖。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公司註冊處網站

查詢，發現並無以「Scarlet Print」名
稱註冊的公司，網站亦沒有公司地
址，十分神秘。較早前，記者以顧客
身份向「Scarlet Print」查詢付款方
法，「Scarlet Print」發了兩組私人銀
行戶口號碼，收款人分別為Wong Ｗ
*** C****及Chan K** Y***，明顯是
屬於私人戶口。
另一家最近成立的「黃圈」印刷公

司「裱」，

亦以煽暴「港獨」文宣作賣點，且更為
神秘，與顧客幾乎是「零接觸」，貨品
會通過快遞公司直接送至顧客指定的地
點。
該公司網頁上也設有煽暴專區，推
銷黑文宣及「黑暴女武神」海報，亦聲
稱會把收益捐給「星火」。「裱」的專
頁上貼滿大量煽暴文宣，及有轉貼「港
獨」分子劉頴匡的貼文，更留言要向警
察「反抗同報仇」，在去年的「中大黑
暴事件」，「裱」亦有在專頁上幫黑暴
收集豬嘴及製作燃燒彈的材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以顧客身份向

「裱」查詢，要求訂製一批包括海
報及旗幟在內的「煽暴文宣」，對
方當即表示可以給「手足」優惠
價，並同樣要求把款項轉賬給一個
私人戶口，收款人為Ng W* K*。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攬炒派最近
積極在網上發放新的煽暴文宣款式，並呼籲支
持者自行印製，一方面可避免目標太大而引起
外界關注，同時更可透過參與者幫襯「黃店」
來資助「黃圈」發展，及在各區形成較為統一
的規模性活動。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發現多間
宣稱是「黃店」的印刷商藉近日煽暴派發起的
活動前夕，在網上不斷宣傳可印刷煽暴文宣，
企圖在嚴重不景氣的「黃圈」中撈上一筆。
位於觀塘區的觀塘工業中心（一、二期）一直都

是本地印刷廠的集中地，包括書籍、小冊子、海報、
甚至衣服外觀、布質橫幅都可以在這裡印刷。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曾到此座工業大廈觀察，

發現大廈內各印刷廠都照常工作，而不少已完成

的印刷品也打包裝箱放在過道路口等候運走，並
沒有看到有煽暴文宣。
根據網上資料，大多的「黃店」印刷廠都位
於九龍區，記者也到過位於深水埗的兩間「黃
店」印刷公司觀察，發現雖然市面大多商舖因
疫情影響而冷清，但這兩間「黃店」卻不斷有
人進出店舖，還不時有人搬走大量印刷品。
有「黃圈」知情中人透露稱，為加強「黃

圈」的實力和影響力，有攬炒派最近將各式各
樣的「黃店」進行整合，令「黃圈」可以擴展
食肆以外的行業，而最近銳意催谷「黃店」印
刷廠，除了可以壯大「黃圈」外，亦可以供養
一群印刷商，為未來的一系列黑暴活動提供文
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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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Sing」博宣傳「連儂牆」谷暴力

黃店印文宣
趁機撈一筆

香港疫情近日緩和，一直在暗
中部署的煽暴派隨即發起多個
「和你Sing」活動，而這些黑暴
出現的地點多是各地區的大型商
場。在不少「和你Sing」活動
中，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不少

年輕黑衣人都會手持全新的文宣和旗幟參與，更
刻意在鏡頭面前高舉展示，在透過鏡頭催谷黑暴
氣氛的同時，為「黃店」賣廣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在近日一些黑暴活動

前夕，都會有人在指定的Telegram群組內列明
出席活動「注意事項」，其中除了提示參與者
需要注意限聚令的1.5米社交距離外，並要求參
與者須帶備文宣出席。
據了解，最近頻繁發起

「和你Sing」活動，亦令到文宣和旗幟等印刷品
需求量急劇增加，不少「黃店」印刷商都接單接
到忙個不停。本月10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到
「和你Sing」活動的旺角MOKO新世紀廣場觀
察，發現現場的參與者所持的文宣和橫幅都相當
「新淨」，像剛剛才印製好的物品。
在鼓吹人上街的同時，攬炒派近日亦積極鼓吹重

建各區「連儂牆」，企圖再以文宣去鼓吹暴力重回
去年那種社會嚴重撕裂對峙的氣氛，然而，這些自
稱「宣揚和平」的「連儂牆」十分容易引起暴力事
件。本月7日，樂富一個「連儂牆」就曾發生一宗
涉及20多人毆鬥事件，造成最少7人受傷並有10
人被捕。■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煽暴派近日積極在網上的「黃店」指南中 力 捧 印 刷商。 網上截圖

▶「裱」在fb展示自己可接
單印刷煽暴文宣。 fb截圖

▶「Scarlet Print」
的交收站位於旺
角商場大廈內的
一間「黃店」。

▲「Scarlet Print」
在fb展示煽暴文
宣。 網上截圖

■「裱」以印刷煽暴文宣作招徠。
fb截圖

■黑暴近期在活動中展示的煽暴及「港獨」橫幅多為新印製的。

自從班「黃納粹」做
咩 都 要 分 「 黃 」 、
「藍」之後，佢哋就提
出咗驚天動地嘅「黃色
經濟圈」，「五一勞動

節」仲搞咗個「黃金周」做噱頭谷消
費，點知佢哋自己個問卷調查就顯示，
原來之前74.1%受訪者每星期幫襯「黃
店」零次咁多，真係震驚14億人。「獨
人」黎耀駿明顯接受唔到事實，憤而怒
批班「黃絲」︰「你哋快啲去死啦好無
呀！門檻低到咁嘅抗爭都唔做！」
「黃絲」陣營嘅「五一團隊」日前喺fb
大講佢哋「五一黃金周」嘅「好消
息」，仲公佈咗個問咗12,513人嘅問卷
調查，但入面唔少數據都睇到人嘩嘩
聲。其中，喺問到啲人平均每星期到
「黃店」幾多次時，竟有74.1%話「0

次」，即大部分人都唔幫襯「黃店」，
唔怪得之佢哋要搞咁多花招。
咁個「黃金周」有咩具體作用呢？根

據呢個調查，受訪嘅12,513人入面，平
均每人去咗4.5間「黃店」，平均消費咗
537蚊，明明乘出嚟得670幾萬，但大會
就好有底氣咁推算咗2億收入出嚟，真係
又再「創造奇蹟」。但再睇返「黃金
周」之前嘅數據，原來嗰陣啲人都平均
消費400蚊，乜原來搞咁大壇嘢得少少分
別？
雖然大會將呢堆數字形容為「好消

息」、「反應熱烈」，但都有啲人睇到
重點，就係其實多數人都唔幫襯「黃
店」。「獨人」黎耀駿叫班人「去
死」，唔少人亦留言問「幫襯有幾難
呢」，黎耀駿就揶揄︰「難過網上俾
（畀）嬲嬲，應該就好難。」

有人就問係全港市民定只係「黃
絲」，黎耀駿好現實咁計，話就算用選
舉條數計，當香港有 45%人係「藍
絲」，74.1%入面減走45%，都仲有29%
人係「黃絲」而零幫襯，「嗰29（%）
係咪食屎狗？」

廖偉濂：呢個數令我懷疑人生
「香港眾志」常委廖偉濂亦以同一數
據，爆粗話「七成幾人一個禮拜都去唔
到一次黃店 wtx，呢個數令我懷疑人
生。」
呢個時候又有「不分化」人跳出嚟，

「Kin Cheung」話︰「我想知道『藍
屍』會唔會×自己人唔幫襯？我只想
『黃店』更多元化，更具競爭力，更多
選擇同宣傳。」係囉，唔好鬧啦，家醜
不外傳好啲嘅。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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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七成人周幫襯黃店零次
「黃問卷」自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