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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東涌」發起人、東涌南區候任區
議員王進洋就喺facebook明目張膽

上傳咗一張自己喺暴亂現場戴口罩嘅相，仲
附文聲稱「平安夜，要平安，慶祝同失身嘅
機會大把，不過『手足』嘅公道，唔係咁多
機會幫佢還……留待『光復』過後，你慢慢
玩個夠」云云，再有標籤寫住「出黎（嚟）
食宵夜喇喂」，公然煽人上街。

王進洋劉家衡自爆上前線
公民黨南昌北候任區議員劉家衡亦都打卡
話自己喺暴亂現場，假惺惺話「不平安的平
安夜，請在外的各位小心」云云，如果真係
關心人哋嘅安全，唔係應該叫佢哋遠離暴力
咩？
「熱血公民」、候任大埔區運頭塘區議員
黃兆健，前晚就轉發「熱血公民」立法會議
員鄭松泰喺8月份個post（帖子），內容係
一張電話聯絡方法圖片，寫有「法律及被捕

支持」、「熱血安全車隊」同「熱
血義診」，聲稱「組織了一隊安全
車隊，接送街坊平安回家」云云，
好似係要話畀暴徒聽，佢哋有後台
支持放心搞破壞咁話。
候任中西區區議員梁晃維，噚日

午夜12點23分話自己「視察蘭桂坊」，實
際就係為暴徒站崗放哨，報告防暴警察位
置，方便暴徒趁虛而入。

梁晃維「睇水」林廷衞煽仇
民主黨元朗東頭候任區議員林廷衞，則

聲言「比（畀）人過一個平安既（嘅）平
安夜係唔得既（嘅），如需協助可直接打
比（畀）我。」又標籤咗一句「說好的不
派防暴呢？」不過，翻查警方記者會，由
頭至尾都未講過唔派防暴警察，林廷衞故
意倒果為因，無非係企圖挑撥警民矛盾，
甚至要將平安夜唔平安嘅責任推諉給警

察。
所謂「獨立民主派」、葵青區議員周偉
雄，前晚7點就上傳咗一張聖誕圖，但內容
就唔係聖誕祝福，而係煽動人上街，佢就附
文話「今個聖誕未必快樂，期待明年煲底同
慶」、「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
求、缺一不可」云云，又倒果為因揚言「請
即停止『濫暴』拘捕市民」云云，刻意煽動
市民仇警情緒，為暴力添火加油。

周偉雄屈警 張秀賢庇魔

前「學民思潮」發言人、元朗候任區議員
張秀賢，又發佈元朗警署消息，指「絕大部
分被捕者見晒律師同落左（咗）口供，家屬
同律師都已經喺警署離開，朝早會再跟
進。」好似要話畀大家知搞完事就可以冇嘢
咁話，即有心水清網民「Mokwan Chung」
寸佢，「幾時跟進下商場被破壞……都系

（喺）元朗地頭 WO……襲警可以無
事……」
一直煽暴的商台節目主持潘小濤，就轉發

一個post，內容係「至少超過百名便衣在新
城市廣場巡查。相信管理公司會努力配合警
方」，佢叫「俾（畀）香港人過一個真正平
安嘅平安夜，得唔得？」真係唔明佢係唔係
唔理解乜叫「平安」，莫非到處縱火、堵
路、搞破壞就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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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衡自揭平安夜親赴前線。 fb截圖
■周偉雄煽動仇警情況。

fb截圖
■王進洋身穿「魔裝」在旺角非法集結期間打卡。

fb截圖

2019年12月26日（星期四）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2626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19年12月26日（星期四）

A4 ■責任編輯：簡 旼、鄧逸明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黑色暴
力肆虐香港已逾半年，警察忙於止暴制
亂，令巡邏警力較為空虛，許多不法分子
乘虛而入，但前民協、前民主黨成員、油
麻地北區區議員林健文近日竟在電台節目
中將責任推諉給警方，聲稱近月軍裝警員
在街上巡邏的情況「幾乎絕跡」，是要製
造「無警時分」，導致大案件因此醞釀出
現云云。不過，若他當真關心市民的生命
財產安全，就應該直戳要害，譴責不斷造
成暴亂、處處阻差辦公的黑衣魔「手
足」，並與暴力犯罪割席，而不是倒果為
因，抹黑警隊。

屈製「無警時分」被批倒果為因
原本應該加強冬防的階段，卻因仍未

停止的暴力事件令警方無法抽身，但儘
管如此，警方仍然抽調人手加強冬防巡
邏，包括安排5名警員組成小隊，高調在
鬧市巡邏，同時增派便衣警員在各區戒
備，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但黑衣
魔的流竄式搗亂，分散警力，令賊人有

機可乘，香港治安出現惡化。
惟林健文卻在電台節目中質疑警方因

應付示威者而減少警力的說法，又稱警
方在處理風化案、違例交通等情況時有
如「視若無睹」，在查案及偵破案件上
「令人懷疑」，在處理近期多宗劫案有
如「束手無策」，質疑是警方製造「無
警時分」，才導致劫案出現云云。
不過，林健文對現在治安問題負有絕

對責任的黑衣魔隻字不提，擺明是假惺
惺扮「為民請願」，實質只是要煽動仇
警，製造社會矛盾。
這些顛倒黑暴的言論也令一眾網友十

分憤慨，網友「Vicky Kwok」 評論道：
「你班×街唔係好想香港亂嘅咩？？唔
係要解散警隊咩？？依（）家話冇警
察？？」「Anna Tsang」也質問：「佢
地（哋）唔係最鐘（鍾）意無警時份
（分）既（嘅）咩。」
「Xiao James」直言：「沒有法治整個

地區都會變成一團亂麻（嘛），因為沒有
限制，人性深處各種惡都會醜態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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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文拒責黑魔 誣警縱惡煽仇恨許立燊政治分贓「封」蘇艷梨「副議員」
服 務 社

區就未見
泛暴派有
咩 新 招
數，在為

自己抽水謀福利方面，佢哋就真係「創意
無窮」。煽暴派候任沙田錦濤區區議員許
立燊仲未上任就政治分贓，為自己友謀咗
一份「職」叫做「區副議員」，呢單嘢近
日就被人踢爆，連佢哋自己友獨立媒體都
質疑佢哋有「冒認公職人員」之嫌。而呢
位「副議員」蘇艷梨就夾硬咁解釋「呢個
係我哋競選『承諾』」云云，更扮晒嘢話
「由於很多累積的地區問題要處理，所以
希望我以副議員身分（份）高度參與協助
許立燊同服務居民」云云，但面對鋪天蓋
地嘅質疑，最終佢都係放棄呢個「承
諾」，但就畀咗自己一個新 title（職
銜），真係為區議會帶來「新氣象」呢！
許立燊新「官」尚未上任，就僭建咗一

個所謂「候任錦濤區副議員」嘅美差，但
把「火」就燒到自己。該「副議員」蘇艷

梨日前就喺「獨媒」同埋facebook被人圍
攻。本來蘇艷梨喺「獨媒」就聲稱「區副
議員」稱呼，是與「錦濤」候任區議員許
立燊在競選時的共識，以傳達「選一個等
於撐兩個」訊息，並非巧立名目云云。

話係「選舉承諾」跪低改叫總幹事
網友各個亦都搲晒頭，質問佢：「咩係

區副議員？你哋呢區特別啲？」蘇艷梨就
為自己辯解，「呢個係我哋競選『承
諾』，選一個但兩個人全職服務」，又扮
晒嘢話：「由於很多累積的地區問題要處
理，所以希望我以『副議員』身分（份）
高度參與協助許立燊同服務居民。」
不過唔知點解，呢句說話講咗冇幾耐，

蘇艷梨就放棄咗個「承諾」，喺facebook
宣佈棄用「區副議員」稱呼，改稱「馬鞍
山地區總幹事」。
佢話自己在競選時就與許立燊「破天荒

二人同行參選」，更稱曾承諾「當選後以
『正、副議員』身份服務行（街）坊，亦
於入屋郵遞的單張中寫下此承諾」，因此

許立燊當選後，成為候任沙田區議員，
「而沙沙（蘇）則順理成章成為『錦濤
區』的副議員（非沙田區議會）」、「這
亦是立燊對沙沙的尊重，因為他視我為工
作上的拍檔，而非助手（很感動）。」

假冒公職人員 最高囚6個月
前句剛話「副議員」係一個對佢如此重要、
代表「尊重」嘅「尊稱」，轉頭佢又話「是否
『區副議員』都是一個虛名」，但蘇艷梨就深
得拍檔許立燊嘅真傳，非常善於玩「title」，
佢就話「如果一個『名』既然會引起各方疑
慮、甚至我會負上刑責，那麼要『改名』又不
是甚（什）麼大事件，所以我而（）家有新
title『馬鞍山地區總幹事』。」
根據香港法例第二百二十八章《簡易程

序治罪條例》，訂明「任何人藉任何作為
或不作為假冒公職人員，或假裝能促致公
職人員作出或不作出與其職責有關的任何
作為或事情，不論是否意圖取得任何有價
值的東西，均可處罰款1,000元或監禁6個
月」。■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黃書蘭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與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會晤時表示，當前中日關係總體保
持改善發展勢頭，這一局面來之不易，
希望在投資及技術創新領域加強合作，
中日服務業合作在試點城市步子可以邁
得更大一點。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
濟體，中日關係谷底回升、正重回正
軌，並明確「互為合作夥伴」、「互不
構成威脅」、「化競爭為協調」戰略共
識，這是經濟向好的重要信號。中日決
定在創新科技、服務業領域加快合作，
將為中國高質量發展增加強勁動力。中
日擬在成都設立推進服務業市場開放試
驗區，顯示國家服務業開放加速推進，
有利於中國養老、醫療等內需市場發
展。

中日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中
國是日本最大貿易夥伴，日本也是中國
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國和累計最大的外資
來源國，近年中國赴日旅遊人數急增，
成為日本最大的旅遊客源國和消費來源
國，日本也已經成為來華旅遊人數最多
的國家，中日關係谷底回升、正重回正
軌，這一趨勢將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
要動力。

令國際社會關注的是，中日領導人加
強政治引領，確定了運籌新時代中日關
係的戰略共識。12月23日，習近平主席
在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表示，面對
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國「應
堅持以全球大視野思考和謀劃兩國關
係，堅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基礎上
加強溝通協調，積極推動構建攜手合
作、互利共贏的新格局。」自2018年安

倍訪華以來，「互為合作夥伴」、「互
不構成威脅」、「化競爭為協調」這三
個表述，就經常出現在兩國領導人會見
中，成為中日關係的共同戰略指引和政
治共識。中日明確戰略共識，顯示中日
關係今次的改善發展勢頭，擁有不一樣
的新起點。

中日將在科技創新、服務業領域加強
合作，是中日合作的新突破。安倍晉三
去年訪華期間，中日兩國就建立日中創
新合作對話達成了共識，並於今年4月在
北京舉行了首次對話，中日將在人工智
能、大數據、物聯網等高科技產業及應
對老齡化領域加強合作。當前大國競
爭，正進入以科技創新為主線，涉及經
濟、政治、軍事等多領域的競爭，在美
國無理打壓華為等科技企業、實施技術
封鎖的背景下，中日強化科技合作，有
利於中國高質量發展的穩步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中日擬在成都設立推
進服務業市場開放試驗區的設想是國家
對外開放的新動向。2018年，成都成立
了中國（四川）日本合作產業園區，合
作內容重點包括樞紐物流、航空服務；
人工智能等高端製造；跨境醫療、美
容、康養等醫療健康產業；金融及文化
創意產業等。此次李克強總理表示，中
日將在證券、壽險、醫療等現代服務業
領域深化合作，在試點城市步子可邁得
更大一些，可以預期，成都將成為國家
擴大內需的重點試驗地區，而國家服務
業對外開放向內陸深入的步伐只會越來
越快。

中日關係重回正軌 互利合作空間更廣
平安夜及聖誕假期，黑衣魔繼續在全港多處搞破

壞，其中一批人平安夜當晚打砸旺角的匯豐銀行九
龍總行，以恐嚇手段報復匯豐早前凍結「星火同盟」
的銀行戶口。修例風波以來，很多來歷不明的資金
暗中支持黑衣魔搞暴動，更有人以「眾籌」、「慈善」
等名目籌集資金協助罪犯。作為國際性大銀行，匯
豐嚴謹地以國際準則處理反洗黑錢的問題，凍結
「星火同盟」資金完全是依法行事。黑衣魔的報復
行動是無法無天的行徑，挑戰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和法治的底線。對此，警方要嚴正執法，銀行要
堅守原則、無懼威嚇，更要針對本港當前的形勢，
對來歷不明的資金制定更嚴格的監管措施。

警方上星期公佈破獲一宗洗黑錢案，拘捕3男1
女，並表示案件與「支援」被捕激進示威者的「星
火同盟」有關，調查指其大部分資金用來以個人名
義購買保險投資產品，懷疑涉及洗黑錢活動，因此
凍結賬戶的7000萬港幣。黑衣魔和煽暴派隨即將矛
頭指向匯豐銀行，有人將疑似舉報「星火」賬戶的
銀行職員起底，在網上散佈其英文名字、臉書、照
片等，亦有人發起針對匯豐的抗議及抵制活動。到
了平安夜，黑衣魔更破壞匯豐銀行九龍總行，以硬
物擊碎銀行外牆玻璃，碎片散落一地，其後再往閘
內縱火，行為令人髮指。

必須強調，作為國際性大銀行，匯豐對開立戶口
有嚴謹的要求。根據匯豐的說法，是發現「星火同
盟」的交易活動與開戶時所陳述的用途不相符，匯
豐按照客戶的指示處理賬戶餘額後，於11月將賬戶
關閉。隨後，執法機構就有關該賬戶餘額的情況向
匯豐發出通知。發現疑似洗黑錢，按照執法機構要
求作出關閉賬戶的決定，這是國際監管標準，全球
各地的監管當局均期望各大銀行定期為客戶進行盡
職審查。

但黑衣魔一向都是「順我者生、逆我

者亡」的強盜邏輯，面對資金來源被切斷，他們先是
網上威嚇和發起抵制，見到響應者寥寥無幾，就惱
羞成怒用暴力破壞銀行。按照黑衣魔的標準，只要
是符合他們口中的所謂「正義」訴求，哪怕是洗黑錢
也是沒問題的。黑衣魔的行徑不單是對本港法治秩
序的破壞，也是對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挑戰。
試想想，如果本港銀行為了逃避黑衣暴力而對問題
資金睜一眼閉一眼，香港的銀行將無法遵守國際反
洗黑錢的規範，對金融業的禍害深遠。因此，全港
金融業界都應該站出來對黑衣魔的暴力威脅說不。

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的貼文所指，近年有
人以為頂住「民主」、「佔中」和「抗爭」的光
環，就可以目空一切，凌駕法律，為所欲為。「這
些機構自己不開戶口，或者不能開戶口，就借其他
公司或機構的所謂『專用』戶口接受『捐款』，再
委託這公司或機構支付開銷。這些做法違法違規，
即使基層的銀行員工也心知肚明，但有些銀行欺善
怕惡，不敢採取行動。」「如果有人將這些資料向
外國政府舉報，恐怕銀行又要受罰。『星火同盟』
是不是孤立事件？香港正正因為是國際金融中心，
執法必須從嚴。」

修例風波的暴行之所以持續半年尚未平息，與背
後有大批資金暗中支持有直接關係，這些資金或許
由境外反華勢力偷偷流入本港，或許由本地一些煽
暴人士以各種理由籌集得來。但無論何種來源，這
些資金支援違反本地法律的行為，又或支援違法者
打官司，這種行為本身已觸及「煽動他人犯罪」等
罪名，必須追究到底，凍結更多違法戶口。切斷資
金鏈是打擊恐怖暴力犯罪的重要一環，美國也在
911事件後，大大加強了對金融機構反洗黑錢的監
管要求，因此本港的監管機構必須要求銀行和其他
金融機構採取更嚴格的措施檢控不尋常的資金流
動，尤其是與極端暴力分子有關的資金流動，徹底
斬斷罪惡的煽暴資金鏈。

無懼威嚇嚴監管 斬斷煽暴資金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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