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避警地圖」證違法 Google拒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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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稱由港人開發的「HKmap.live 全港抗
爭即時地圖」，用戶可互相通報消

息，以地圖形式顯示警察及警車的位置、催
淚彈施放範圍，從而得悉各區的警力分佈。
香港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進行核實
後，認為該應用程式可以被用作鎖定和伏擊
警察，威脅到公共安全，犯罪分子更可以透

過程式的資訊，得悉警力薄弱、缺乏警務人
員執法的地區，從而犯案危害當區居民。
「HKmap.live」 的使用已危害到執法人

員和香港居民的安全，有違反香港法律之
嫌，有供應商已陸續將該程式刪除及下架。
不過，其Andriod版本應用程式「HKmap
即時地圖」自9月17日至今一直在Google

Play Store上架。
葛珮帆昨日表示，「HKmap.live」應用

程式會實時顯示警員位置，不法分子可能藉
此逃避警方追捕，又或用作追蹤及埋伏警
員，有可能影響警方執法、危害警員及公共
安全，因此Android及Google應禁止有關程
式的使用。

縱暴派議員「包庇」葛斥本末倒置
她強調，該程式的禍害是鐵一般的事實，

但程式開發商及縱暴派議員卻繼續「包
庇」，又強詞奪理指該程式被禁是「抹煞科
研空間」、未能保障市民安全出行云云，
「他們稱只聽警察『一面之詞』就ban（禁

止）唔合理，我認為這種說法本末倒置，非
常荒謬，是他們有意抹黑警察。」
「現在守法的大眾市民最怕及要避開的是

投擲汽油彈、火燒銀行、『私了』打市民的
黑衣暴徒，不是要避開警察。」她強調，從
來只有犯法者才要避開警察，該程式所做
的，只是為虎作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傅航）原定出戰「中國及亞太區花式足球
錦標賽」的香港花式足球運動員黎俊賢，因早前在社交網站上撐暴
而被主辦方取消參賽資格。賽事組委會昨日發出聲明，強調堅決捍
衛「一個中國」原則、堅決擁護祖國統一、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及領
土完整、堅決反對任何企圖分裂國家的言論和行為，並表明會對所
有發表涉港、涉台不當言論的參賽選手予以處罰。
黎俊賢原訂參加本月19日至20日在長沙舉行的「2019中國及亞

太區花式足球錦標賽」，出戰「男子組（中國錦標賽）」及「亞太
區battle」兩個項目賽事。日前，他在社交網站中上載一張以塗改
液在鞋上寫上「FREE HK」的照片，更加上「STANDWITH-
HONGKONG」的標註。

賽事組發聲明 處罰不當言論選手
賽事組委會昨日發表聲明，強調堅決捍衛「一個中國」原則、堅

決擁護祖國統一、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堅決反對任何企
圖分裂國家的言論和行為，並表明會對任何發表涉港、涉台不當言
論的參賽選手予以處罰。
今次已是黎俊賢第二次因發表不當言論而被取消比賽資格。在

2017年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時，黎俊賢接受英國《BBC》訪問時
聲稱，他對「中國」沒太多歸屬感，「我這一代的人，對『中國』
的印象普遍不佳」，因而被取消世界盃參賽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

祖明）協助暴徒交流情報的

應用程式「HKmap.live 全港

抗爭即時地圖」，經香港網

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進

行核實後，認為該應用程式

違反香港法律，縱容暴徒利

用該程式的資訊來伏擊警

員，威脅公共安全，以及危

害當區居民，供應商已逐步

下架，惟 Google Play「死

撐」繼續讓Android用家下

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

帆認為，該應用程式已被確

認危害公共安全，Android

及 Google 必須履行社會責

任，全面將該程式下架。

港花式足球員撐暴
被取消參賽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馬鞍山
新港城商場5名保安員日前阻止防暴警察
進入商場範圍，涉嫌「阻礙警務人員執行
職務」而被捕。工聯會昨日表示，在連月
的暴力衝擊中，身為社區前線的保安員和
護衛員面對住戶租戶、管理公司以及暴力
示威者不同的要求，成為暴力衝擊之下的
「政治磨心」。他們要求管理公司不應向
員工提出超越前線職責及能力的要求，同
時提醒工友無權阻礙警方執行職務，以免
墮入法網，並強調所有示威行動都不應該
禍及無辜，欺凌前線保安工友。

學生衝入保安室欺凌保安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指出，馬鞍山新港
城商場5名保安員日前阻止防暴警察進入
商場範圍，最終因涉嫌「阻礙警務人員執
行職務」而被捕。數日前，防暴警察在浸
會大學附近拘捕五名涉嫌違法學生，校內
部分滋事學生「抗議」保安員以「未有阻
止警方執法」為名，強行進入保安室，包
圍保安，保安工友遭受欺凌，面對巨大的
心理創傷。
他表示，數月以來因應逃犯條例而引發
大規模暴力衝突，蔓延至多區。「作為社
區前線的保安員和護衛員就首當其衝，接
連多宗保安工友被激進示威者欺凌，而位
於示威區的保安員除了要面對催淚煙的影
響以及衝擊外，還面對管理公司的無理要
求，令自身身陷法網。工友在面對住戶租
戶、管理公司以及暴力示威者時，成為名
副其實的『夾心階層』，有苦難言。」

黃國指出，自暴力衝擊以來，工聯會接
獲多宗前線工友的求助。「從近日的多宗
前線保安員的遭遇看到，前線保安工友已
經成為了暴力衝擊之下的『政治磨心』。
前線工友應該學會保障自己的合理權益，
盡忠職守的同時不要因為僱主的要求而違
反法律，令自己身陷法網。」
他續說，警方已經發出指引給香港物

業管理公司協會，「如任何警務人員有理
由相信逮捕人士置身某處，須容許警務人
員自由進入，以便進行搜查」。對此，管
理公司要顧及前線工友的處境，不應提出
超越前線職責及能力的要求，動輒向工友
施壓。
黃國強調，「冤有頭債有主，任何示

威行動都不應該禍及無辜，欺凌前線保安
工友。勿繼續讓前線保安工友成為暴力衝
突下的『政治磨心』。」
工聯會屬會、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

業員總會就馬鞍山新港城商場有保安員被
捕一事，強烈要求商場業主、恒基兆業地
產有限公司為工友「主持公道」。

籲工友第一時間向上級報告
該會解釋，前線保安人員未必了解相

關法例，倘物管公司當時的指示是拒絕警
方入內，責任理應是在物管公司而不是前
線工友，故希望警方酌情處理，又提醒工
友並無權阻礙警方執行職務，呼籲工友在
遇上突發狀況時，應按指引工作及第一時
間向上級報告，切勿以身試法，以免墮入
法網。

保安無權阻警 工聯促公司勿施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
「港獨」分子、「香港眾志」秘
書長黃之鋒一向熱衷勾結「台
獨」分子抱團取暖。繼早前在台
搖尾乞憐之後，日前他更煽動市
民在香港掛「台獨」旗，趁昨日
為10月10日「聲援」「台獨」分
子，以爭取所謂「世界各地跨黨
派支持」云云。
多名政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譴責黃之鋒不尊重國家主權
完整，質疑他在港鼓吹「台獨」，
其實是要人支持「港獨」，「若讓
這類人參選，就等於放『港獨』的
種子在議會，有害無益。」
剛剛宣佈要參選區議會港島南區
海怡西選區的黃之鋒前日在 face-
book發帖，以「爭取世界各地跨黨
派支持」為由，煽動市民「了解台

灣人對於展示『國旗』的想法」及
所謂「政治脈絡」，更轉發帶有多
個代表「台獨」旗幟的宣傳圖，包
括所謂「台灣旗」、「台獨鯨魚
旗」等，企圖勾結外部勢力，串連
起來齊齊播「獨」。

葛珮帆：黃之鋒做漢奸行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譴責黃

之鋒煽動市民在香港懸掛「台獨
旗」的行為，並批評黃之鋒一貫做
着漢奸的行為，包括在外國唱衰香
港、要求「制裁」香港、經常出席
「台獨」組織的活動，和「台獨」
勾結在香港推動「港獨」等等。
葛珮帆質疑黃之鋒是否真心擁護

基本法及保證效忠香港特區，並認
為他不具備參選資格，並指出若這
類支持「獨立」的人都可以參選，

「就是等於放一些『港獨』的種子
在議會，有害無益。」

何啟明質疑黃是否擁護基本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黃之

鋒煽動他人在香港掛「台獨」旗的做
法不道德、不能被接受，指出他不斷
在香港煽動「台獨」的真實目的，是
讓大家支持「港獨」，他提醒市民要

看清他的面目。
何啟明認為，黃之鋒報名參選區

議會，卻又不斷和一些分裂國家的
外部勢力分子不斷勾結，質疑他是
否真心擁護基本法，並提請選舉主
任關注，不要受黃之鋒勾結的美國
施壓所影響。
海怡西選區的參選人還有新民黨

的陳家珮。

「中箭」煽掛台獨旗 政界斥借機播「獨」

香港文匯報訊 警方以
「阻差辦公」為由拘捕5名保
安員，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
會會長陳志球昨日在接受電
台訪問時表示，協會已4次提
示會員公司，希望他們諮詢
法律意見後向前線員工發放
工作指引，在合理情況下不
要阻撓警方追捕，而大部分
會員公司都已經發出指引。
陳志球在節目中透露，協

會曾於8月中與警方開會，
警方當時強調會嚴正執法，

並希望物業管理公司的前線
人員在合理情況下，不要阻
撓警方追捕疑犯。為此，協
會已 4次就此提示會員公
司，並相信警方倘要進行逮
捕，只要提供合理理由進入
處所，管理公司一般都會放
行。
他坦言，反修例示威持

續，為物業管理人員帶來不
同層面的壓力，很多公司都
有為前線員工提供足夠保
障，包括法律支援等。

物管協會：會員勿阻警追捕

■工聯會向管理公司請願，要求管理公司不應向員工提出超
越前線職責及能力的要求。

■黃之鋒煽動市民在香港懸掛「台獨」旗。 黃之鋒facebook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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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員竟然唔識字呢？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
莫乃光日前在社交媒體
發放假消息，指稱「文
匯報嘉獎52萬元給撞向
人群使少女斷腳的士司
機」，更形容是「This
is how the party encourages violence in Hong Kong」。
為加強「可信性」，莫乃光在帖文上附上了香港文匯報
網站有關報道的超連結，係咪博人唔撳入去睇？因為只要
睇睇內文，就發現該52萬元，並唔係文匯報送的。
事實，內文嘅報道係：「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與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吳秋北等人，今日去瑪嘉烈醫院看望鄭姓司
機。黃英豪表示，鄭老先生現在受醫院和警察保護，由鄭
先生女兒出來接受慰問卡和慰問品。同時，守護香港大聯
盟昨日發起內部募捐支援鄭老先生，目前承諾捐款逾52萬
元。」
當然，莫乃光嘅表述，包括所謂「嘉獎」、「給撞向人
群使少女斷腳的士司機」亦大有問題。網民「Stone」就引
述文匯報有關報道的另一段：「當時的士司機被襲擊，左
邊有人搶方向盤，右邊有人打他，因此的士在混亂中失
控。由於鄭姓司機手機被暴徒搶走，司機及家人信息遭網
絡『起底』。黃大海先生透露，目前，的士司機家人遭受
暴徒『死亡威脅』。」
所謂「抹黑無極限」，作為一般人，都唔應該散佈不實

訊息，尤其是立法會議員，竟然咁輕率發表不實言論，真
係令人搖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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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乃光在社交媒體指文匯報嘉
獎52萬元給的士司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