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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旺角一帶截查可疑者警方在旺角一帶截查可疑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油尖旺「犯聚」時序
13:10 警方在旺角港鐵站帶走兩

名身藏黑暴裝備少年

13:25 警方在北海街後巷發現三
袋磚頭及碎石，不排除有
人打算做非法用途

14:37 旺角銀行中心外大批搞事
者聚集，警方以限制聚集
令票控多人，包括學媒記
者，當中兩名未成年學媒
記者被警方帶走

14:44 彌敦道永安百貨外有不少
人大叫「港獨」口號，大
隊防暴警察到場，以違反
限聚令為由命令聚集者離
開

14:55 建制派人士石房有，又稱
「大波man」在現場遇
襲，在警方護送下轉入內
街登上的士離開

15:04 警方拘捕社民連梁國雄、
黃浩銘、陳皓桓

A1、A20 要聞文
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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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攬炒疫下犯聚 警嚴正執法拘 人
黃之鋒岑子杰等政棍現場煽動 梁國雄黃浩銘陳皓桓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香港中聯
辦發言人昨日發表談話表示，一小撮反中亂港
分子煽動於昨日下午在九龍發起非法遊行，並
揚言要「重燃戰火」「絕地反擊」，現場出現
少數人與警方對抗，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和本
地法律。我們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和香港警方果
斷執法，維護香港社會穩定和法治秩序。
發言人指出，基於嚴重疫情，為確保第七

屆立法會選舉的安全和公平、公正，香港特
區政府決定推遲選舉，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此

作出現任議員繼續履職不少於一年的決定，
有關安排合乎情理，順應民意。但一些頑固
「攬炒派」卻執意藉9月6日這個原定選舉日
期煽動街頭對抗，這種在疫情之下公然違反
限聚令的非法行徑，是對相關法律和國家意
志的公然挑釁，也是對廣大市民生命健康安
全的冷血漠視。對此，我們予以強烈譴責。
發言人表示，在中央政府和內地同胞大力

支持下，經過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的齊心努
力，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緩和，但本地個

案源頭不明者仍近半數，防疫形勢不容樂觀。
廣大市民對盡快穩控疫情、走出經濟民生困境
的意願十分強烈。但就在此時，煽動和組織街
頭鬧事的人，不僅瘋狂散布各種謠言，更不斷
攻擊抹黑內地對香港抗疫的援助支持，無限度
政治化炒作，置市民安全和公眾利益於不顧，
實在是毫無底線、喪盡天良。

堅決支持港府果斷執法
發言人強調，香港國安法已經頒布實施，

中央和特區有關國安機構設立並開始履行職
責，香港社會出現了由亂轉治的積極轉變。
我們正告少數人，在維護香港國家安全和社
會大局穩定上，只有剛性原則，沒有彈性空
間，對任何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行為都將是零
容忍。香港警方已嚴正聲明，對發生任何涉
嫌違法行為，必將果斷執法，決不手軟。相
信社會各界會進一步看清「攬炒派」反中亂
港的真面目，共同維護香港社會的繁榮穩
定。我們決不允許香港再亂起來。

香港文匯報訊 有大批市民昨日漠視警
方勸喻，於九龍多區參與未經批准的集
結，以雜物堵塞道路，更有人向警務人員
投擲硬物，並高叫「港獨」口號。特區政
府發言人強烈譴責這些違法和自私的行
為。
政府發言人嚴正指出，參與非法集結不

但涉嫌觸犯《公安條例》和《預防及控制
疾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更大大增

加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嚴重威脅其他
人的健康；而宣揚「港獨」意識的行為，
更有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警方履職盡
責，採取迅速和果斷的執法行動，將違法
者繩之以法。
就有關人等提出對香港國安法的言論，

發言人表示，通過法律維護國家安全，是
國際慣例。每個國家都有其維護國家安全
和主權的法例，亦是職責所在。香港國安

法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及保障香港
居民合法權益而制定。訂立香港國安法是
合憲、合法、合情、合理，亦是為堅定不
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
發言人重申，香港國安法只針對四類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對絕大多數奉
公守法的香港居民沒有任何影響。事實

上，自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這兩個多月，香
港社會回復了穩定，市民不再生活在惶恐
之中。

選舉押後符合公眾利益
發言人又指，由於疫情或會持續一段時

間，冬季亦可能再出現爆發；加上立法會
有重要的實質職能及年度處理事務周期，
選舉亦需數以月計時間籌備及進行選民登

記工作，把選舉押後一年是合理和符合公
眾利益的安排。
至於「香港健康碼」系統，發言人表

示，系統只是為了便利市民跨境往來而開
發，透過兩地互認的病毒檢測結果可豁免
強制檢疫，令民生和經濟活動逐步恢復。
該系統沒有任何追蹤功能，完全符合《個
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要求，且屬市民
自願申請。

特區政府：強烈譴責違法自私行為中聯辦：對違反國安法罪行零容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小撮反中亂港
的黑暴分子昨日煽動市民在油尖旺一帶進行非法遊
行，並揚言要「重燃戰火」、「絕地反擊」云云。
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全
港市民千辛萬苦共同抗疫，疫情近日稍為回落，不
過，黑暴分子竟煽動他人「犯聚」，企圖破壞抗疫
工作、攬炒香港，毫無法紀可言，必須予以譴責。
他們促請警方嚴正執法，維護香港社會穩定和法治
秩序。

盧文端：「犯聚」挑釁法律
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理事長盧文端表示，本港的疫情稍為緩和，不過仍

然嚴峻，但該些黑暴分子公然違反限聚令，煽動他
人上街「犯聚」，是對相關法律的公然挑釁，更是
漠視廣大市民的生命健康安全，行為相當冷血，必
須予以強烈譴責。
他認為，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黑暴分子卻不斷
踐踏紅線，企圖搞亂香港，冀執法部門嚴正執法，
讓香港由亂轉治。

葉國謙：無底線喪盡天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表示，在中央政府的大
力支持，及特區政府與廣大市民齊心合力下，本港
疫情稍為緩和，惟仍有不少源頭不明的個案，證明
防疫工作不容鬆懈。

他指出，還記得第三波疫情尚未爆發前，攬炒派
舉行所謂的「公投」活動，令疫情一發不可收拾，
現黑暴再次煽動他人鬧事，置市民安全和公眾利益
於不顧，簡直是毫無底線、喪盡天良，必須予以強
烈譴責。

陸頌雄：違法行為零容忍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批評，從新聞直播片段
看到，有某些攬炒派政治人物現身暴亂現場，這種
視市民的健康及公眾衞生於不顧的行為，必須予以
譴責。他更指，在維護香港國家安全和社會大局穩
定的層面上，任何違反香港法律及穩定行為，都應
零容忍，籲警方果斷執法，令香港回復穩定。

■■黃之鋒現身非法聚集現場黃之鋒現身非法聚集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岑子杰現身非法集會岑子杰現身非法集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朱凱廸在現場朱凱廸在現場。。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攝

■■攬炒派沙田區議員盧德明及趙柱幫現攬炒派沙田區議員盧德明及趙柱幫現
身身，，高叫高叫「「還我選舉還我選舉」。」。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攝

■■左起左起：：岑敖暉岑敖暉、、鄒家成鄒家成、、何桂藍何桂藍、、
王百羽在旺角現場王百羽在旺角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左起左起：：陳皓桓陳皓桓、、梁國雄梁國雄（（長毛長毛）、）、黃浩黃浩
銘銘、、吳文遠在現場高叫口號吳文遠在現場高叫口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記者」男扮女裝 扮「中彈」戲太假

向警響號危駕 豬嘴司機被捕

疫情仍然嚴峻疫情仍然嚴峻，，但一眾但一眾「「獨人獨人」」及攬炒派政棍昨及攬炒派政棍昨

日又煽惑非法集結日又煽惑非法集結「「犯聚犯聚」，」，於油尖旺區進行所謂於油尖旺區進行所謂

的的「「九龍大遊行九龍大遊行」，」，更有黑暴事先張揚要以暴力更有黑暴事先張揚要以暴力「「重重

燃戰火燃戰火」，」，而岑子杰而岑子杰、、王進洋王進洋、、黃之鋒等十餘攬炒黃之鋒等十餘攬炒

派政棍現身群魔亂舞派政棍現身群魔亂舞，，遊行不久即有暴徒堵路遊行不久即有暴徒堵路、、向向

警員投擲硬物及高叫警員投擲硬物及高叫「「港獨港獨」」口號口號。。警方果斷執法警方果斷執法，，

採取驅散行動採取驅散行動，，其間以非法集結其間以非法集結、、襲警等罪名拘捕襲警等罪名拘捕

至少至少289289人人，，當中包括當中包括「「社民連社民連」」頭目梁國雄頭目梁國雄、、黃黃

浩銘浩銘、、陳皓桓等陳皓桓等，，另攬炒派區議員岑子杰另攬炒派區議員岑子杰、、曾健成曾健成

等至少等至少2222人違反限聚令被票控人違反限聚令被票控。。警方重申任何人警方重申任何人

組織或參與非法集結組織或參與非法集結，，進行任何擾亂公眾秩序或暴進行任何擾亂公眾秩序或暴

力衝擊行為力衝擊行為，，均屬違法均屬違法，，犯案者須承擔刑事責任犯案者須承擔刑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政界：破壞抗疫努力 違法紀必追究

■旺角西洋菜南街一帶商舖提早關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巴士司機被警方帶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在紅隧九龍出口截查可疑車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易服男記者」扮暈倒被戳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警員舉紫旗警告搞事者涉違反香港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昨日在
非法遊行現場，發生「易服男記者」疑
自編自演「中胡椒彈倒地」一幕。多段
視頻可見，該名穿長裙、身穿反光背心
的「記者」周圍無人，反而先看清楚身
後環境，然後「慢鏡」倒地，動作浮
誇，不排除有人故意扮「中彈」引人注
意，而大批「急救員」則衝前施救，然
而這幕「老屈」大戲，因主角演技太
差，被網民譏為「影后」。
昨日傍晚約5時許，防暴警於山東街發

射胡椒球彈驅散暴徒時，一名身形肥
壯、身穿灰色長裙、外套記者反光背心

的「女記者」，邊拍攝邊退後，退一店
舖門外，「她」轉身看清門口台階，然
後無端緩慢向後倒地，全身作顫抖狀。

被揭常穿長裙搞事
多名「急救員」立刻為「她」施救，

不過「女記者」雙眼緊閉，呼吸急促，
對施救全無反應。立刻有多名「記者」
大叫，「有女仔中胡椒彈！叫白車！」
叫聲吸引不少傳媒聚集，一些路人亦開
始圍聚，大罵「警察射女記者！」有警
察見有人受傷及聚集，立即隔開人群，
並查看傷者。惟「女記者」適時醒來，

並表示自己無礙，其後仍由救護車送
院。
據悉，該名長髮穿裙看似女性的「記

者」，其實是一名40歲姓梁男子。有網
民踢爆他常作長裙打扮，跟隨商場搞事
常客「Lunch仔」拍攝。
今年8月31日晚上9時半，大批黑暴在
旺角西洋菜街與快富街非法集會，梁同
樣身穿長裙，外套反光衣在場，因行為
古怪，被兩名女警截查，發現身份證明
文件顯示他是男性。梁當時自稱是「香
港人連儂牆記者」，因當時他並無觸犯
法例，獲警方放行。

昨現身油尖旺一帶的攬炒派政棍，包括有前「香
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中西區區議員梁晃

維，東區區議員曾健成，西貢區議員鄭仲文，油尖旺
區議員胡穗珊、朱江瑋，黃大仙區議員溫子眾，沙田
區區議員岑子杰，東涌區議員王進洋，民協深水埗區
議員何啟明，元朗區議員王百羽、林進，荃灣區議員
岑敖暉和譚凱邦，攬炒派成員鄒家成和何桂藍，以及
社民連主席黃浩銘、副主席梁國雄及常委陳皓恒、秘
書長吳文遠、副秘書長陳寶瑩等。當中梁國雄、黃浩
銘、陳皓恒涉嫌非法集結被捕，另外鄭仲文及其助理
等多人亦被捕。
昨日下午2時過後，有搞事者在油麻地彌敦道近北
海街永安百貨一帶聚集，他們高叫反政府及仇警口
號，警員要舉藍旗警告。另社民連梁國雄等人亦在佐
敦逸東酒店外示威，高呼「我要投票」引發大批人聚
集叫囂，搞事者隨後擬起步沿彌敦道往旺角方向前
進，警員警告無效，遂以干犯非法集結作出拘捕。其
間，黃之鋒亦有現身搞事現場抽水。

商場遊走叫囂 警拉人驅散
而在佐敦一帶，下午約3時半已有大批搞事者佔
據彌敦道南行路線只剩快線，沿途一些店舖迫於無
奈，只好落閘避禍。警員先後以違反限聚令票控岑
子杰、曾健成及陳寶瑩等人。
在旺角銀行中心外，亦有一批搞事者被警員截查
以及涉違限聚令被票控，當中兩名未成年學媒「記
者」被警員帶走調查。

下午4時後，警方又先後在油麻地果欄附近，以及
彌敦道近寧波街等一帶進行大規模截查，數十人包括
穿反光衣的「記者」及「救護員」被截停核對身份。
與此同時，有逾百名搞事者進入旺角朗豪坊商場內遊
走叫囂，滋擾商戶，大批防暴警員一度進入商場控制
場面。其後有搞事者逃竄至旺角西洋菜南街、洗衣街
及山東街一帶堵路，又向警員投擲水樽、雨傘等雜
物，警員要發射胡椒球槍驅散。

警舉紫旗警告 暴徒圖搶犯
另在山東街有人高叫「港獨」口號，警員一度舉起

紫旗警告在場者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其間現場有人
不適躺臥地上，要由救護車送院。其間一名剛在附近
堵路的暴青，在洗衣街優才書院外更換衣服時被制
服，惟有暴徒企圖「搶犯」，無視現場市民及記者安
危，投擲大量水樽和硬物，警員隨即衝前制服及拘捕
多名施襲者。
由昨日下午開始，油麻地及旺角一帶持續有大量人

群集結及叫囂，有人走出馬路，以雜物堵塞行車線，
多名暴徒分別在不同地點向警務人員投擲硬物。警方
在相關地區採取執法行動，截至晚上9時至少拘捕
289人，當中270人（169男101女）涉嫌非法集結，
5名男子涉嫌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5名男子涉嫌未
能出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其餘被捕人則分別涉嫌襲
擊警務人員、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遊蕩等。
另外，最少22名示威者包括一名12歲少女，涉嫌
違反限聚令被票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大批黑
暴昨日在油麻地及旺角一帶非法聚集及
堵路造成交通阻塞，警方在現場努力平
暴時，一輛駛經的新巴970路線卻疑故
意緊貼執勤的警員，更狂響號及高速駛
過警員身邊。警員遂截停巴士以涉嫌危
險駕駛將其拘捕。該司機被捕時戴着一
個黑暴慣常佩戴的「豬嘴」形防毒面
罩，未知是否與其政治偏向相關而故意
對現場警員作出危險駕駛的行為。
據悉，涉案巴士司機被警員要求落車調

查期間，為免影響車上乘客行程，隨後由

巴士公司另外安排一輛巴士到場載走。其
後經一輪調查，司機在警員陪同下從巴士
取回個人物品，再被帶上警車返署扣查。
新巴表示，正了解事件，暫不作回應。
警方指，昨日下午4時許，涉事巴士

沿彌敦道駛至近文明里時快速行駛，一
度非常貼近站在路旁執勤的警務人員，
危及人員安全。
由於巴士司機駕駛態度十分危險，警

方以危險駕駛罪將他拘捕。案件現交由
西九龍總區交通部負責調查，將翻查行
車記錄片段及附近閉路電視片段。

■■搞事者在朗豪坊內叫囂搞事者在朗豪坊內叫囂。。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獨人獨人」」及攬炒派政棍及攬炒派政棍
煽惑非法集結煽惑非法集結，，警方果斷警方果斷
執法執法，，採取驅散行動採取驅散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警方嚴正執法警方嚴正執法，，帶走參與非法帶走參與非法
集會者集會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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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年七月二十 是日白露

大批黑暴走出旺角西洋菜
南街馬路，以大型雜物阻
塞行車線

16:18 多人在近信和中心被截查，
包括荃灣區議員譚凱邦

16:45 西洋菜南街有暴徒向警員
投擲雜物，包括雨傘、水
樽及硬物等，警方開胡椒
球槍驅散非法集會者，多
人被截查

17:39 警方與暴徒在旺角山東街
對峙，有暴徒朝警方防線
丟膠樽等雜物，有人在地
上放置不明氣體，警方推
進驅散

18:32 約20人在豉油街附近被警
方扣上手帶帶上警車押走

20:00 大批暴徒再度於旺角山東
街聚集，高呼「港獨」口
號。防暴警員到場驅散，
拘捕多人

20:40 約20至30名搞事者被以
索帶綁手押上旅遊巴帶走

21:00 警方在旺角及油麻地至少
拘捕289人，當中270人
涉嫌非法集結，其餘則涉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襲
警、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
務等

22:00 在西洋菜南街，10多名被
捕人士陸續被押上警車

22:30 多輛警車在旺角一帶戒備

23:00 搞事者陸續散去

1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