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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道祥：駐港部隊堅定不移與港攜手再出發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消息，昨日清
晨，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在昂船洲軍營舉行
了升國旗儀式。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司令員
陳道祥在升旗儀式上發表講話，向駐軍全
體官兵致以節日祝賀，向長期以來關心支
持駐軍建設發展的香港特區政府、中央駐
港機構和社會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謝。
陳道祥表示，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是
「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里程碑。駐軍作
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定海神針」，將
堅定不移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
指揮，堅定不移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堅定不移推動「一國兩制」偉大

實踐行穩致遠，堅定不移攜手香港特區政
府、中央駐港機構和愛國愛港人士守護香
港再出發。
同日上午，解放軍駐澳門部隊在澳
門、珠海營區同步舉行升國旗儀式，熱
烈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3 周年。駐
澳門部隊司令員徐良才、政治委員孫文
舉發表致辭。致辭中說，面對新冠肺炎
疫情帶來的衝擊和挑戰，特區政府、社
會各界和駐軍廣大官兵保持足夠的信心
和定力，逆境自強、迎難而上、同舟共
濟、共克時艱，確保了國家主權安全和
澳門社會大局穩定。
■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在昂船洲軍營舉行升國旗儀式，熱烈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3周年。

新華社

黑暴煽太子站「犯聚」警拘九男女
揭一人藏三把刀疑圖謀不軌 一網媒記者攜軍用防毒面具墮法網

攬炒派前日又借謂「8．31 太子站事件」煽人到太子站「犯聚」，但因黑暴頹勢盡現，響應者寥寥無幾，僅
小部分人「鬼祟」在旺角一帶徘徊。警方未有鬆懈，加強巡邏和截查可疑人，共拘捕九名男女，揭發其中一人
身懷三把刀疑圖謀不軌，另有一名網媒記者則攜帶軍用防毒面具，因涉嫌違反香港法例第六十 G 章《進出口
（戰略物品）規例》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前日下午5時開始，警方在港鐵太子站一
帶駐守及巡邏。傍晚約6時，警員在彌
敦道及豉油街一帶巡邏期間，截查一名自稱網
媒記者的18歲姓許青年，在其身上檢獲一個
軍用防毒面具，涉嫌違反香港法例第六十G章
《進出口（戰略物品）規例》被捕扣查。

防毒面具屬戰略品須許可證
警方提醒，防毒面具屬於《進出口（戰略

物品）規例》下管制清單中的戰略物品，除
非是根據並按照工業貿易署署長所發出的進
口或出口許可證，任何人不得輸入或輸出相
關物品，否則有機會觸犯法例，市民切勿以
身試法。
約 1 小時後，有警員在旺角彌敦道和山東
街一帶巡邏期間，發現一名34歲姓劉男子形
跡可疑，經截查在其腰包內檢獲一把約22厘
米長軍刀、一把約15厘米長摺刀、一把萬用

刀及一張屬於他人的八達通卡，他涉嫌「藏
有攻擊性武器」及「盜竊」罪名被捕。

黑暴趁亂塗鴉 警拘三人最細13歲
晚上 8 時許，陸續有被煽惑市民到達港鐵
太子站B2出口外，將鮮花分別置放地面或貼
在牆上，其間疑有黑暴趁機在牆上張貼或噴
上文宣。附近駐守警員接報趕至調查，黑暴
隨即慌張四處逃竄。警員將三名懷疑涉案男

青年遭4蒙面男伏擊 劫走160萬元名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繼
上月23日尖沙咀發生錶店東主被劫
走 價 值 140 萬 元 Richard Mille 名
錶，昨日也有一名青年在天水圍被劫
走腕上的同款名錶，該青年報稱凌晨
回家途中，遭4名蒙面男子持刀棍伏
擊，劫走其價值 160 萬元 Richard
Mille名錶，他負傷到醫院求診及報
警；警方暫列行劫案處理。
遇劫青年姓陳(23 歲)，頭、手、
腳及背部中近10刀受傷，幸傷勢不
太嚴重，情况穩定。據悉，陳與家
人 同 住 鳳 降 村 ， 被 劫 的 Richard
Mille腕錶是他於2017年購入，價值

160 萬元，並無為腕錶購買任何相
關保險。

身中多刀受傷 自行到院求診
據陳稱，昨凌晨約 2 時，他駕車
至鳳降村路 100 號一停車場停泊
後，獨自步行準備回家途中，突遭4
名男子分持利刀及木棍襲擊。他身
中多刀受傷浴血，4名男子趁機強搶
他手上名貴腕錶後逃去。他自行到
天水圍醫院求診及報警，其後被轉
送至屯門醫院治理。案件交由元朗
警區刑事調查隊第10隊跟進。
上月 23 日晚上 7 時許，尖沙咀加

連威老道47號一間鐘錶店關門後，
32 歲姓李男東主單獨離開時，突遭
數名南亞裔匪徒撲出襲擊，乘亂搶
去他腕上一隻價值 140 萬元 Richard Mille 名錶及部分財物逃去，李
負傷報警及送院治理。
警方日前分別在梅窩、東涌及天
水圍拘捕兩名巴基斯坦籍和兩名菲
律賓籍男子，惟涉案名錶下落不
明。根據資料，Richard Mille 為瑞
士高級機械腕錶品牌，沿用新技術
製造充滿現代氣息的腕錶，包括使
用汽車和航空製造業的物料和技術
等。

「森拉克」
遠離 近日仍有大驟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熱
帶低氣壓「森拉克」已遠離香港，
香港風力逐漸減弱，天文台昨晚改
掛一號戒備信號，取代三號強風信
號。天文台預測，受到「森拉克」
外圍雨帶影響，本港隨後兩三日間
中有大驟雨及雷暴 ，至本周後期雨
逐漸減少。
昨晚 8 時，「森拉克」集結在香
港之西南偏西約 760 公里，預料向
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 20 公里，
橫過北部灣 。天文台展望今日雨
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 26 度至 29
度，海面有大浪及湧浪 。
香港昨日間中有大驟雨及狂風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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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吹清勁至強風程度東至東南
風，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烈風。
多雲，有狂風驟雨及幾陣雷暴，雨
勢有時頗大。
上午 11 時 51 分，一名姓李（62
歲）女子途經港島薄扶林道近沙宣
道休憩處時，路邊工地一列約50米
長，約 1.7 米高的水馬疑被強風吹
倒，李婦走避不及被壓住並大聲呼
救，工人抬起水馬將她救出。李婦
肩膊受傷，送往瑪麗醫院治理。事
後工人將水馬扶正及用繩索加固。
下午 1 時 04 分，尖沙咀彌敦道
一間酒店正門泊車處，有兩個金
屬屏風被強風吹倒，擊中兩部私

■本港昨日在三號風球下間中有狂
風大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家車，一名姓梁（42 歲）男職員
同時被擊中肩膊及手，由救護車
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警方將
案件列財物損毀及有人意外受傷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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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遲莉媛女士

尋遲莉媛女士

見字後請即致電內地電
話 ： 13268160986 或
香 港 電 話 ： （852）
28357560 與香港國際
社會服務社社工孔小姐
聯絡，以商討你的十三
歲兒子的福利事宜。

見字後請即致電內地電
話：13268160986 或香港
電話：（852）28357560 與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社工
孔小姐聯絡，以商討你的
十三歲兒子的福利事宜。

■警員在男子身上搜出軍刀。

■一名網媒記者攜帶軍用防毒面具被捕。

女制服拘捕，初步發現B2出口牆壁被人用黑
漆塗鴉，於是將三人帶入太子站大堂內進一
步調查，其中一名男童年僅13歲。警員其後
在場拉起封鎖線，並清理站外鮮花和文宣。
警方在前晚行動中，共拘捕七男兩女（13
歲至70歲），分別涉嫌違反香港法例第六十

G 章《進出口（戰略物品）規例》、藏有攻
擊性武器、盜竊、藏毒、刑事毀壞、管有第
一部毒藥、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逾期居
留及外出時沒有攜帶身份證明文件等罪名。
另外，三名女子（50歲至70歲）因涉嫌違
反「限聚令」，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見 DQ 圖執死雞
攬炒敗部爭選互攻訐
攬炒派此前搞「初選」，篩選出一
批參選者，結果首批 12 人日前被選舉
 主任 DQ。喺「初選」中落敗者即時
以「大局」為借口，紛紛報名參選，
企圖執死雞，搞到不同陣營嘅「黃
絲」互相攻擊，醜態百出，反映呢班人其實都係利字
當頭啫。好嘞，立法會選舉會押後一年舉行，相信呢
班爭權奪利嘅攬炒派喺未來一段時間將會有排打交，
大家可以儲定花生睇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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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搵
「假牧師」
幫手挨批
估唔到一次 DQ 引嚟眾多牛鬼蛇神出嚟參選，先有
劉俊延、張愛羚喺 30 日分別報咗新西同新東。兩人喺
發布嘅參選短片中，獲被指為「假牧師」嘅姜嘉偉
「加持」。「學民思潮」前成員林淳軒踢爆姜嘉偉假
冒牧師偽造急救證、濫用記者證等「事蹟」，狠批佢
已經身敗名裂但家又繼續做騙徒，仲叫大家要「慎
防騙徒入閘」。
曾拒絕參加「初選」嘅屯門區議員巫堃泰亦報咗新
西，仲大大聲話自己係不支持「初選」嘅「民主進步
陣營」中新西嘅「唯一選擇」。當時為咗入閘，巫生
又戴定頭盔話會簽確認書，又會視乎預算案內容是否
合理先決定係咪投票反對。
屯門落選區議員張贊華嗰日陪巫堃泰報名，佢喺
facebook 幫巫堃泰「正名」，話所有嘅 Plan B 都無咩
合法性：「依（）家搵人做 Plan B 或者啲人自願出
嚟做 Plan B，但當時投比（俾）A，無講過要支持 B
吧？A完全等於B？」
原名葉鍵濠嘅商台節目主持健吾就轉張贊華嘅帖揶揄
話：「係（喺）香港做選民，要多少少理性和尊嚴，係奢
侈的。」「Kyle Cheung」亦附和健吾話 Plan B 要由
Plan A「授權」，呢個係「初選」中講到明嘅「玩法」，
「係希望ensure大家光譜一致」，又要大家「認清新界嘅

『投機派』到家都唔明佢哋有啲咩理據唔初選。」

楊雪盈被寸食相難睇
港島方面，未參與「初選」嘅中西區區議員黃永
志，30 日晚亦緊急喺糖水舖收集提名，「初選」輸咗
嘅區議員楊雪盈、徐子見壓線報名，楊雪盈仲話參選
係「希望回應市民不希望被建制派輕易全取議席的期
望，盡力維護市民投選民主派候選人的機會」。就算
可能會被 DQ，但可「買多個保險」。公民黨嘅鄭達
鴻 被 DQ 後 ， 喺 「 初 選 」 落 敗 嘅 黨 友 李 予 信 ， 就
做 Plan B報名參選港島。
大批網民唔認同，「Moses Wong」就批評楊雪盈同
徐子見輸咗「初選」照報名，「食相難睇」，仲要升
級到「政治倫理」問題：「輸初選宜（）家出嚟執
死雞，無可能支持。」「Yu Hin Ng」覺得按排序報
名無問題，「梁晃維話唔派人，所以照道理應該排後
面嘅人去選。」
九龍西亦有多人報名當Plan B，民主黨黃碧雲已話唔
會再選，區議員林兆彬、江貴生、伍月蘭、陳梓維就報
咗，陳梓維更高調喺網上收集提名，仲籌埋五萬元按
金，可能抵唔住網民鬧佢肉酸，佢無奈隨即刪帖。

冒名收集提名面皮厚
超區方面亦好「精彩」，王百羽同九龍城區議員李
軒朗組成名單，佢發覺姚躍生好似要攞提名參選，驚
俾人「白撞」，即刻喺 facebook 發帖話「從來無接觸
過大埔區姚躍生，更加唔好講請佢做 Plan B」，又話
「如果有同事因為被引導而誤會再俾咗提名俾姚躍生
的話可以聯絡本人」。
屯門區議會副主席黃丹晴亦話，「麻煩大家想做
Plan B 都有 Plan A 授權先，否則同人哋唔玩初選但又
出嚟選有咩分別」，但就支持屯門區議員曾錦榮報名
參選社福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周庭談 DQ 講
「錢」網民諷刺膚淺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日宣布押後立
法會選舉一年，前「香港眾志」常委
 周庭隨即發帖，稱「先 DQ 全世界，
然後押後選舉，咁民主派就冇得問政
府claim番（返）選舉開支。唔單止唔
畀你選，仲要一蚊都唔畀你」，被唔少網民質疑佢眼
中只得個「錢」字。
由中文大學「獨」講師劉正經營嘅fb專頁「無神論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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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別塔」發帖揶揄：「成日都話自從學民思潮變成香港眾
志、比（俾）班中年廣告佬滲透咗響幕後打Marketing之
後，成班『學生領袖』都沾染埋飯民果（嗰）種眼光狹窄
嘅政棍習性。真係好心你啦，而（）家『中共』係打緊
『殲滅戰』、係要將成個飯民主派連根拔起呀，真係志在
你果（嗰）一百幾十萬選舉經費咩！而（）家係講緊以
後可能票都無得投，你就走去關心Claim唔Claim得番
（返）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