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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炸花市 首宗本土恐襲
首宗本土恐襲流產
流產
黑暴圖用血腥場面威嚇全港 警及時阻止速拘兩人
蛻變自激進黑暴的本土恐怖
主義團夥禍港之心不死，蟄伏多時蠢蠢欲
動。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前日及時拘
捕兩名「炸彈黨」成員，檢獲23.5公斤爆炸品原料、
●懷疑爆炸性化學品。

遙控器、電槍、弩箭等武器及「港獨」文宣單張及黑暴
裝備，揭發暴恐狂徒計劃在除夕發動炸彈襲擊，首選目標
疑是人員密集的花市。警方指出，黑暴企圖在剛恢復平靜
的香港社會，再度用爆炸品造成血腥場面，威嚇政府和
市民以達至他們的政治目的。警方會主動出擊全力
追捕，維護社會安定，正全力追緝多名餘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蕭景源

●煙花遙控器。

謀製造爆炸品」、「藏有攻擊性武器」及「無
牌管有槍械」罪名，通宵扣查。據悉，兩名被
捕者在修例風波期間集結騷亂中多次現身，但
每次順利逃脫未被拘捕，二人也因為同一「理
念」，並且與前年被警方追剿的黑暴「屠龍小
隊」有瓜葛而勾結在一起。其實，「屠龍」核
心成員在警方追擊及香港國安法的震懾下，紛
紛被捕及潛逃，而蟄伏的餘黨繼續積極籌備計
劃，伺機發動襲擊製造「國際新聞」。不過，
警方一直對這批目標人物全天候監察。
今年 1 月，警方接獲線報得悉有人打算在農
曆新年前提供爆炸品原料給本地激進暴力分
子，揚言作「血腥襲擊」。O 記探員及刑事情
報科「狗仔隊」深入調查及監視目標人物，前
日早上發現姓黃疑犯在柴灣以鎖匙進入一間廢
置的牙醫診所內，提取一個紅白藍尼龍袋離
去；至中午約 12 時，黃到粉嶺榮福中心一單
位再提取一個行李篋落樓。

檢爆炸品原料電槍伸縮棍
探員在馬路邊截查黃，在行李篋內發現 23.5
公斤爆炸品原料及 3 個遙控裝置、電子磅，另
在尼龍袋內檢獲護甲、頭盔、防毒面具及濾芯
等裝備。探員其後在榮福中心目標單位搜查，
再檢獲電槍、伸縮棍、弩等武器，以及通訊器
材及「港獨」宣傳單張，拘捕姓張男戶主。探
員再搜查柴灣涉案空置牙醫診所、黃位於上環
工作地點及大圍豐盛苑寓所，再檢獲一批黑暴
裝備。據調查和情報顯示，有黑暴團夥密謀在
農曆新年前、最大機會是在大除夕觸發爆炸，
首選目標是花市或年宵市場，由於案中有 3 個
遙控器，懷疑施襲目標不只一個，可能會按實
際情況決定放置地點，所以有多人參與施襲。
今次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警方首次揭發炸
彈襲擊陰謀。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
警司何振東表示，調查發現兩名疑犯與2019年
至2020年的社會動亂和黑暴行動有關係，爆炸
品處理課人員初步相信該批原料經混合後有機
會釀成爆炸，而原料數量相當龐大，其危險性
極高。

警籲市民提高警惕
警方相信涉案者目的，是攻擊本港的法治、
經濟、民生，對香港造成大面積的損害，特別
是春節前後在人員密集的環境，可造成極為嚴
重傷害，警方今次行動及時制止了一場血腥襲
擊，但擔心日後仍有「孤狼式」襲擊出現，呼
籲市民提高警惕。
何振東重申，全社會都應對黑暴發出強烈譴
責。警方會主動出擊，多角度、全方位打擊，務
求將極端暴力分子一網成擒、繩之以
法，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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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獲爆炸品武器裝備一覽
爆炸品
●23.5公斤爆炸品原材料
●硝酸鉀、硫磺、懷疑鎂粉、爆竹、煙花蠟燭
（俗稱滴滴金）、三個控制煙花的遙控裝
置、兩個電子磅、一條USB線

武器
●弓箭：3把弓、69支箭
●伸縮棍：8支
頭盔護甲

●電槍：兩支
電子磅

裝備
●5件護甲、9個頭盔、大量蒙面物品、防毒面具及濾芯
●4部對講機、3部手機、兩個揚聲器
●1部平板電腦
●大量「港獨」宣傳單張

對講機

伸縮棍

「港獨」
宣傳單張

裝修工隨和老實 街坊：俾「深黃女兒」害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
方前日在粉嶺榮福中心搗破黑暴團
夥的武器庫，任職裝修工的 62 歲姓
張男戶主被捕，他在街坊眼中是一
個性格隨和的「老實人」，有街坊
指出，相信他是受「深黃」女兒影
響而越踩越深，最終觸犯嚴重罪
行。而警方調查顯示，張曾經多次
參與修例風波的遊行集結，但無被
捕記錄，最終走上觸犯爆炸品嚴重
罪行。
據悉，在粉嶺榮福中心涉案單位被

捕的姓張疑犯，在上址獨居逾十年，
平日與鄰居關係融洽，街坊都叫他
「阿球」，平日出入相遇也會打招呼
及聊天。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現場
了解，但見單位重門深鎖，大門位置
有鑑證科人員套取指模蒐證痕跡。有
街坊稱，前晚約 6 時外出倒垃圾時，
赫見「阿球」的單位內外擠滿十多名
探員，並見有黑布蒙頭疑犯在場協助
調查，及後透過新聞始知「阿球」涉
及爆炸品案。
街坊指，印象中「阿球」是一個

性格隨和的老實人，每日清早也會
見他孭着裝修工具袋外出開工、至
晚上收工回家，感覺「阿球」一點
也不像黑暴分子般蠻橫無理，估計
「阿球」是受其女兒影響，所知其
女兒及男友都是思想激進的「黃
絲」，雖然父女並非同住，但女兒
及男友間中會到訪，「阿球」可能
受他們影響被黑暴荼毒「變黃」，
有街坊甚至估計另一名被捕者是
「阿球」女兒的男朋友，直言「今
次『阿球』真係俾佢哋害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
查科高級警司何振東昨日指
出 ， 2019 年 7 月 至 去 年 7 月
間，本港共有 16 宗爆炸品案，包
括烈性炸藥 TATP 爆炸品及手機
遙控炸彈等。令人擔憂的是，狂
徒恐襲之心不死，前年中大及理
大實驗室被黑暴分子盜走大量可
製造炸彈的危險化學物品，雖然
警方先後起回部分，但僅是「冰
山一角」，大部分失竊化學品至
今下落不明，不排除仍被收藏在
炸彈狂徒手上，成為危害社區
的巨大隱患。
前年 11 月黑暴肆虐期間，
警方在平息中文大學和理工
大學的暴亂後，發現大學淪
為黑暴「兵工廠」，兩間大學
實驗室被暴徒洗劫，遺失大量
危險化學物品，包括濃硫酸、硝
酸、己烷、乙醇、硫酸鈉及氫氧
化鈉等，其中在理大起出 4 千多
支汽油彈及弩、箭等。雖然警方
在不同地點尋回近千公升的化學
品，但其餘大部分至今下落不
明。
另一方面，在警方已經破獲
的炸彈案中，發現了包括國際
恐 怖 活 動 常 用 的 TATP、
DNT 烈性炸藥，製成遙控炸
彈、水管炸彈等，原材料都是
用不同化學物混合而成，涉及
「港獨」組織、黑暴「屠龍小
隊」等本土恐怖主義團夥。
本土恐怖主義的萌生，源於最先
「港獨」思潮的荼毒，並在修例風
波中被黑暴分子以武力得以實施，
黑暴一手展示「港獨」文宣大叫
「港獨」口號，一手飛磚擲汽油彈
射弓箭，其後更大肆製炸彈買槍
彈，準備向市民發起恐怖襲擊，製
造更大的亂局摧毀香港。
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本土恐
怖主義似「銷聲匿跡」，其實只
是暫時蟄伏，市民時刻都面臨生
命威脅。何振東表示，爆炸品非
常非常不穩定，警方對於有大量
爆炸品存放於民居極度擔憂，警
方全方位打擊，務求將這些極端
暴力分子一網成擒、繩之以法，
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大量失竊化學品藏民居 變社區大患

被捕兩名男子，分別為裝修工人張×球(62
歲)及電腦程式員黃×榮(42歲)，涉嫌「串

政界：面對本土恐怖 警加強執法

● 內藏 23
23..5 公斤爆
炸品原料的行李篋。
炸品原料的行李篋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對
於此次炸彈原料案，多名政界人士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事件
明顯是本土恐怖主義，其根源是「港
獨」極端政治主張和前年黑暴撕裂社
會、製造仇恨。他們要求警方進一步
加強執法，呼籲社會繼續警惕相關類
型風險。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認為，有政
治宣傳單張、爆炸原料和武器等完完全
全反映了犯罪分子的本土恐怖主義傾
向。他說，以往香港非常和平穩定，但
自從攬炒派和「本土派」大力鼓吹「港

獨」思想後，令社會變得不和諧，甚至
有些極端分子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而自
製炸彈，一步一步走向本土恐怖主義的
深淵。
為了繼續警惕這類型風險，盧瑞安
認為應採取「一軟一硬」策略，即警
方要果斷執法，擒賊先擒王，同時防
範散播「港獨」主義的分子，不能讓
他們以所謂「學術自由」「言論自
由」來掩飾其極端政治主張。

令人質疑有否外力參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表示，事

件令人感到震驚，這些武器和合成後
的炸彈都具有大殺傷力，可見事件完
全是本土恐怖主義。他指出，本土恐
怖主義的根源是黑暴的極端化及「港
獨」分子死心不息想要攬炒香港。他
呼籲市民應提高警覺，並需要加強團
結，不能被「港獨」極端政治主張所
分化，警方亦要加大執法力度，例如
可運用香港國安法中的恐怖活動罪對
付本土恐怖主義，以及與駐港國安公
署加強情報溝通，防患於未然。
吳秋北並指，事件看似非普通人有
能力策劃，質疑當中會否有外國勢力

的參與、勾結，希望警方應盡快破
案，找出幕後的策劃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表示，事件
明顯是本土恐怖主義抬頭，其根源應
是前年黑暴撕裂社會，製造仇恨，攬
炒派美化暴力，以及「港獨」極端政
治主張散播帶來的問題。他批評這些
本土恐怖主義分子為了達到政治訴
求，罔顧人命安全，認為社會要繼續
警惕有關風險，而愛護香港人士對於
違法行為亦應該作出強烈譴責。同
時，警方需要加強調查執法，盡快將
類似危險的苗頭全部撲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