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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涉洗黑錢 警凍結7000萬
負責人疑巨資買保險自肥 4人被拘 暴徒「錢途」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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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涉嫌於6月26
日包圍警總、被控「暴動」及「襲擊致造成身體傷
害」罪的25歲男子，因缺席法庭聆訊而被通緝，警
方發現該男子窩藏在旺角一個單位，於12月17日在
目標單位內拘捕該名男子。經調查後，警方相信一名
40歲男子及一名30歲女子提供住宿予該男子，於是
以「協助罪犯」罪將兩人拘捕。
被控暴動罪及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的男子岑曉
麟，報稱為裝修工人。控罪指他在今年6月26日在灣
仔警署外連同他人參與暴動，並襲擊警員張金福，因

而對張造成身體傷害。
被告原定11月21日在區域法院答辯，但他無故缺
席聆訊，法庭頒下通緝令，警方其後在旺角一單位將
他拘捕。經調查後，警方相信一名40歲男子及一名
30歲女子提供住宿予該男子以協助其逃避法律責
任，於是以「協助罪犯」罪將他們拘捕。
警方表示，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二十一章「刑事訴
訟程序條例」第九十條，「協助罪犯」是嚴重罪行，
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忠告市民切勿以身
試法。

香港文匯報訊 警方昨日以「星火同
盟」涉嫌洗黑錢，凍結其7,000萬元戶口
並拘捕4人，同時檢獲超市現金券、
箭、防護用具。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昨晚在fb發帖，形容是次為「重大發現
和重大突破」，並希望警方一鼓作氣，
順藤摸瓜，將錢的上下游查個水落石
出，讓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全面看清黑
暴運動的真相。
梁振英在帖中首先引用傳媒報道，指在

破獲「星火同盟」網上眾籌平台有洗黑錢
嫌疑的案件中，警方同時「檢獲13萬元
現金、16萬元購買超市現金券的收據，
以及箭、鐳射筆和防護用具，不排除平台
用作支付年輕人參與活動的報酬」。

檢獲超市券防具等屬重大發現
「超市現金券、箭、防護用具。這是

黑暴運動發生以來最重大的發現和突
破。」他說：「過去我們就不時聽到有
市民目擊參加示威和暴力活動的青年人
身上有大量超市現金券和八達通卡，現
在終於有了進一步追查的線頭。」
梁振英強調，洗黑錢不會是為洗而

洗，洗黑錢只是手段，洗之前錢的來源
和洗完後錢的流向才是關鍵看點，譬如
說毒販洗錢前錢的來源是販毒，洗完後
就變成正當財產。「大拿拿（嗱嗱）
8,000萬的來源是不是一般市民捐錢，流
向是否用作非法用途，值得社會高度關
注。警方今次立了大功，我希望一鼓作
氣，順藤摸瓜，將錢的上下游查個水落
石出，讓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全面看清
黑暴運動的真相。」

「我們全力支持警察的工作，保護警隊士氣，
並不僅是為了打暴動，也是為了全面偵查和全力
緝拿幕後黑手，以儆效尤。」他說，「黑暴運動
用的物資和錢的來源和用途問題，可能還有其他
同樣犯法的組織和個人，請大家合力篤灰舉報。
《803懸紅基金》有重賞，電話5980 3803，絕
對保密。」
梁振英在帖文中又揶揄「黃媒」正在全力轉移

焦點，「大家且看蘋果和立場新聞的標題，蘋
果：『【凍結星火】大狀質疑克警靠嚇 欠理據
抹黑「洗黑錢」濫捕』；立場新聞：『星火同盟
被指洗黑錢 律師：警需證買保險投資產品有詐
騙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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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在2016年旺角暴

亂後成立、通過網上平台眾籌以支援被捕「勇武義

士」的「星火同盟」，在修例風波期間一直成為黑衣

暴徒心目中的靠山。警方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經調

查發現，「星火」賬戶8,000萬元的巨額現金往來有

涉嫌洗黑錢的特徵，包括「星火」的賬戶資金被轉移

到一間空殼公司，而該公司負責人就拿來斥巨資幫自

己買保險投資產品，部分資金則支付給不知名者等。

警方昨日以涉嫌洗黑錢拘捕空殼公司董事等4男女，

行動中凍結7,000萬元資金，令暴徒「錢途」止步。

借「暴」吸水鬧混賬
「獨人」屢高調站台

被捕的3男1女（17歲至50歲），
分別姓雷、吳、王和姓余，包括

一名17歲學生和兩名文員，而報稱是
人力資源經理的50歲男子，也是涉案
空殼公司的股東兼負責人，而該空殼
公司和4名被捕者與「星火同盟」有密
切關係。
據悉，警方發現有關賬戶的金錢出
入可疑，在多個月前展開調查。上月
18日，「星火」突然宣佈，由於各種
因素，該平台的匯豐銀行賬戶於11月
21日後停止運作，將會暫停以銀行賬
戶形式接收款項，又稱賬戶內款項已
獲安排妥善處理，而該法律及抗爭支
援平台均如常運作，繼續「全力支
援」被捕及被囚的抗爭者。
該平台還設有網上購物，是自由定
價，聲稱所得款項同樣用於抗爭者及
其家屬身上，惟有線電視昨晚登入該
平台，發現其中並無產品出售。

揭空殼公司屢大手筆交易
警方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署理高

級警司陳偉基昨日表示，警方基於一
間空殼公司過去半年出現大筆的可疑
現金交易展開調查。由於該公司已多
年無交稅，但有大量現金出入及購買
大額投資個人保險產品，與該公司業
務不相符，有關活動符合洗黑錢的特
徵。
警方與律政司多輪磋商後，昨晨採

取行動以洗黑錢罪名拘捕4人，檢獲13
萬現金、6支箭、兩支鐳射筆、3,300
張超市現金券及16萬元購券收據及大
量防護裝備。
警方表示，被捕者與一個名為「星
火同盟」的網上眾籌平台有關，調查
發現該平台過去半年籌款港幣8,000萬
元，聲稱支援近月在暴力示威中被捕
者，而「星火同盟」戶口內的錢被轉

移涉案空殼公司，除涉大量現金交易
外，很大部分被投資購買個人保險產
品，產品的受益人是該公司負責人，
警方也發現部分款項支付給不明者，
而被捕的其餘3人都收入不高，與他們
接收的資金額不相符，有可能干犯洗
黑錢罪行。

檢大量超市禮券 疑作示威報酬
警方指，過去幾個月，被捕的暴力

示威者身上都有現金券，而警方昨日
搜出購買16萬元現金券收據及大批現
金券，不排除是「星火」給參與示威
年輕人作報酬。
警方發現涉案的資金很大部分由本

地存入，今次凍結的7,000萬元包括本
地銀行戶口存款及個人投資產品。警
方的行動將會持續，繼續與律政司合
作，並申請凍結令，調查資金去向和
來源等。

「星火」昨晚在facebook回應事件
指，由於案件已進入法律程序，暫不
便向外發佈更多資訊，稱所有被捕者
個案已有律師跟進，又聲稱警方企圖
以「失實陳述」將平台之運作扭曲成
洗黑錢等惡意用途，意圖「抹黑」
「星火」及其他支援頻道。

「星火」反誣警「抹黑」
多年前成立的「星火」，聲言支
援參與社運活動的「抗爭者」，包
括為被捕者提供法律支援，被檢控
後的膳食及交通津貼，曾協助2016
年旺角暴動者，近月又搞網上眾
籌，聲稱支援修例風波中被捕者，
主要為前線「勇武派」，資助形式
包括派發食肆和超市現金券等，但
一直無公開過開支及收入等資料，
而賬戶的運作和操作人的真實身份
一直非常神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警
方拘捕「星火」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周浩鼎昨日要求律政司盡速跟進後續
的檢控工作，並要求有份協助「星火」
籌款或運作的立法會煽暴派議員，應立
即向公眾交代清楚。
周浩鼎在fb貼文表示，律政司應盡速
跟進「星火一案」的後續檢控工作，並

要求執法機關查明當中有沒有涉及干犯
其他罪行例如詐騙等。「我們敦促律政
司有必要盡快嚴肅跟進處理檢控，堵截
暴徒財政來源之外，亦要顯阻嚇性。怠
慢處理則是變相縱容非法暴亂。」
他特別提到：「我們的『泛民』議員

們究竟誰有份參與協助星火同盟籌款或
運作？請他們立即向公眾交代清楚。」

「星火同盟」表面上是為修例風波被捕
者提供經濟支援的基金，但其實「星火」
與「港獨」暴力組織「香港民族陣綫」的
關係十分密切，「星火」的主要成員基本

上都是由「民族陣綫」成員組成，香港文匯報曾報道
「星火」的物資都會擺放在「民族陣綫」貨倉中。
去年底，「星火」曾一連數日在港九新界多處擺放街
站籌款，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追蹤發現，「星火」的街站
物資都會分別擺放於「民族陣綫」在觀塘、荃灣和火炭
等工廈租用的倉庫。而疑似負責看管這些倉庫的成員，
包括「民族陣綫」核心人物盧溢燊（阿湯）。
據悉，「阿湯」處理倉庫物資時都會顯得十分小

心，除了會經常「搬竇」外，每次街站前都要先經由
「阿湯」到倉拿取物資，再分發到其信任的「民族陣
綫」成員手上，輾轉運到街站。
今年7月中旬，警方在荃灣德士古道一座工業大廈
內查獲一批懷疑爆炸品，拘捕3人，其中，今年28歲
的盧溢燊原先被控「非法管有爆炸品罪」，但他於今
年11月下旬在西九龍法院再次提堂時，控方改控更

嚴重的「非法及惡意製造爆炸品」罪，指其意圖藉以
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或使他人能夠藉以
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損害。案件押後至明年1
月6日於東區法院再訊，以待案件轉介高院審理。目
前，盧溢燊仍繼續還柙。■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與「民族陣綫」關係密切 共用「獨倉」

「星火同盟」前身是為2016年
初「旺角暴動」被捕者籌款打官司
的「初一的月光」，它以支持梁天
琦、黃台仰為首的「港獨」暴力組
織「本土民主前線」等「旺暴」被
捕者作招徠，吸金能力非常驚人，
但面對籌集到的巨額資金，有成員
被指中飽私囊「穿櫃桶底」，醜聞
不斷。由於「初一」內部發生多次
錢銀糾紛，加上有人揭發實際控制
該基金的是來自某個與梁天琦不和
的「勇武」勢力，部分成員遂另起
爐灶，改頭換面成立「星火同盟」
繼續「吸水」。由於「星火」的骨
幹成員多屬「獨派」，因此，其多
次活動及街站都由「獨人」主持。
「星火同盟」成員及賬目都極為

神秘，經常借「勇武」及梁天琦來
吸引支持者捐款，特別是自今年6
月修例風波發生後，其吸金能力更
加驚人，包括「616遊行」及「七
一遊行」時都吸到巨額資金。不
過，對於「星火」到底籌到了多少
款項，「星火」方面一直諱莫如
深，也從來沒有公佈過該基金是由
哪些人控制。

陳浩天梁頌恆等撐場
由於賬目不清，成員龍蛇混雜，

與「港獨」關係千絲萬縷，因此就

算改頭換面，有人藉機中飽私囊的
醜聞也不時在網上傳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深入了解該組織

架構，發現幾乎所有成員都與「港
獨」組織有關，一眾「港獨」大佬
經常為「星火」站台吸金。去年5
月，「星火」在金鐘舉行「義士陷
黑獄 星火送暖光」活動，一眾
「獨人」傾巢而出，包括時任「香
港民族黨」（現已被取締）召集人
的陳浩天、「香港民族陣綫」發言
人梁頌恆、「學生獨立聯盟」召集
人陳家駒、「學生動源」召集人鍾
翰林及「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都
有為「星火」站台。
據悉，「星火同盟」基本上由
「香港民族陣綫」操控。去年12月
中旬，「星火」連續數日在香港多
個地區設立街站籌款，香港文匯報
記者追蹤觀察，發現各街站都是由
「民族陣綫」骨幹成員盧溢燊及羅
鏢等人負責主理。兩人指揮多名手
下負責運送街站物資，並會到各個
街站巡視及打點。

與「6．12基金」爭客掠水
綽號「阿湯」的盧溢燊同時負責

「星火同盟」及「民族陣綫」，今
年7月，他涉嫌在荃灣一個工廈單
位內管有爆炸品，被控「製造爆炸

品意圖危害生命或財產罪」，至今
仍被扣押。
目前，在煽暴派及「勇武派」陣

營中，除了「星火」外，還有
「612 基金」為敵，據「612 基
金」fb公佈的最新數字稱，該基金
共籌得9,700萬港元，至今已批出
2,300萬元。據了解，由於兩個基
金的資金來源都是其支持者，都是
爭取同一類人捐款，因此，兩個基
金也一直在明爭暗鬥，其中，疑是
「星火」的網軍經常攻擊對方批款
速度太慢，對「勇武抗爭者」支持
不力，而「612基金」方面則辯
稱，他們會要求「有需要者」先申
請政府的法援，如果申請不到則再
向「612」求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男女涉窩藏暴動疑犯被捕

■■陳偉基陳偉基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星火星火」」與泛暴派議員過從甚密與泛暴派議員過從甚密，，公民公民
黨主席梁家傑曾到將軍澳為其嗌咪籌款黨主席梁家傑曾到將軍澳為其嗌咪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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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星火」」
昨晚發聲昨晚發聲
明死撐明死撐。。

fbfb圖片圖片

■■盧溢燊盧溢燊（（左一靠欄杆者左一靠欄杆者））和羅鏢和羅鏢（（左二靠欄杆左二靠欄杆
者者））在旁監察在旁監察「「星火星火」」街站街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鍾翰林鍾翰林（（後排左一後排左一））
曾為曾為「「星火星火」」籌款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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