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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攬炒派把持的屯門區議會早前以「不慶祝回

歸」為由，否決居民團體兩項慶回歸活動撥款申

請，屯門區議會秘書處隨後表示「希望議員可客

觀地處理該團體的上訴」，惟有關上訴不被屯門

區議會接納。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電話訪問時批評，攬炒派揚言否決慶祝國慶及回歸活動，明顯

想借區議會煽「獨」反中。他們建議特區政府研究自行審批

個別活動，避免被攬炒派癱瘓地區事務。

屯門區會拒撥款慶回歸 涉煽獨反中
政界倡政府自行審批相關活動 免攬炒派把持區會

屯門區議會財務、行政及宣傳委員會在
3月6日審議新界西居民聯會的兩項慶

祝香港回歸活動的撥款申請，包括原訂於7
月5日舉行的「粵韻悠揚慶回歸」及7月13
日的「慶回歸．送溫暖探訪日」，惟遭攬炒
派因一己政治立場徇私，以「不慶祝回歸」
為由否決有關申請。攬炒派屯門區議員盧俊
宇當日更在facebook聲言「『七一回歸』是
『國殤』，絕不值得慶賀」，揚言「將會否
決所有有關『慶回歸』的撥款」云云。

活動名含「慶回歸」即遭否決
新界西居民聯會於4月3日致函屯門區議
會提出上訴，並收到秘書處明確指出有關申
請並無違反《屯門區議會推行「社區參與計
劃」的撥款準則》訂明之規定，秘書處並表
示「希望議員可客觀地處理該團體的上
訴」。不過，多名攬炒派議員仍以兩項活動
名稱含「慶回歸」三字為由，認為應否決有
關撥款，屯門區議會最終不接納有關上訴，
維持否決有關「慶回歸」活動的撥款申請。
註冊社工、新界西居民聯會副主席曾憲
康表示，香港回歸祖國是普天同慶的日子，
聯會十多年來一直舉辦慶祝回歸活動，讓居
民、長者及弱勢社群與眾同樂，促進社區和
諧共融。對於今次有關「粵曲」及「探訪長
者」兩項活動遭否決，聯會感到十分失望及
遺憾，目前正研究以自行籌募經費方式，使

活動能繼續推展。他認
為，既然秘書處已罕有地
指「希望議員可客觀地處
理該團體的上訴」，等於
是說明了攬炒派為個人
政見而處事徇私。

多區攬炒區員黑箱作業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香港政生

關注組」召集人鄧家彪表示，盧俊宇等攬炒
派議員聲稱回歸是「絕不值得慶賀」及「國
殤」，又否決含「慶回歸」三字的活動，反
映攬炒派借區議會平台宣揚其「仇中」、
「港獨」思想，愧對其議員操守。他建議，
政府應研究自行審批個別活動，避免被攬炒
派癱瘓地區事務。
「元朗同胞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

活動籌備委員會」主席李月民表示，慶祝
國慶及回歸一直是香港人的盛事，但由攬
炒派把持的多區區議會卻黑箱作業，「口
說民主而實質獨裁」，屯門區議會否決有
關申請只是冰山一角。
他指出，籌委會過往每年都會與元朗區
議會在七一回歸當天合辦升旗禮、回歸晚
會等活動，惟因元朗區議會與屯門區議會
一樣，早已揚言要否決所有有關慶祝活動
的撥款申請，故籌委會今年將不會與區議
會合辦相關慶祝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黃大仙
區議會財政常務及經濟事務委員會早前
通過撥款兩萬元予「影意志」，舉辦三
場街坊戲院，播放《地厚天高》、《亂
世備忘》及《分域大道》三齣「黃」
片。黃大仙民政處及後發現三齣電影均
是由「影意志」製作，涉嫌有利益衝
突，而且電影是以人物傳記或紀錄片形
式，宣傳個別人士，故被黃大仙民政處
駁回撥款申請。

涉利益衝突 疑過度宣傳
黃大仙民政處引用《區議會撥款指

引》，指三齣電影均是由「影意志」製
作，故「影意志」申請撥款卻放映由其
製作的電影屬利益衝突，而且電影是以
人物傳記或紀錄片形式，宣傳個別人

士。根據《區議會撥款指引》，對個別
人士、商業機構、政黨或政治團體過度
讚揚或宣傳的活動，一般都不會獲得支
持。
「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回應網媒
《獨立媒體》時稱，申請撥款時沒有填
寫電影名字，民政處及後曾主動詢問，
遂提交電影名字，後來民政處曾致電要
求「影意志」更改播放的電影。他聲稱
「不同意」有利益衝突，謂「影意志」
是非牟利團體，版權費用只會給予導
演，團體沒有任何人能得益。
黃大仙區議會財政常務及經濟事務委

員會在4月通過該項撥款，委員會主
席、民主黨沈運華未有談及利益衝突及
播涉「獨」電影的問題，僅聲稱民政處
在「政治打壓」，又謂三齣電影只是

「記錄參與社會行動」，「沒有任何讚
揚或宣傳」，稱民政處是「事後政治審
查」。黃大仙區議會主席、攬炒派「香
港民主民生協進會」許錦成亦聲稱民政
處「政治打壓」。
事實上，三齣由「影意志」製作的電
影，均是記錄攬炒派的行為與心路歷
程。《地厚天高》正是描述「港獨」分
子、「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
的個人成長，以至長大後加入「本土民
主前線」的經歷及心路歷程；《亂世備
忘》是講述數名年輕人參與非法「佔
中」的故事；《分域大道》則記錄五名
「港獨」分子黃之鋒、何韻詩、黃洋
達、劉偉德、林淳軒在非法「佔中」後
的故事。三套影片明顯都是宣傳攬炒派
的激進思想和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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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區會播「黃片」違規 民政處駁回撥款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
「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昨日與
「台獨」分子、民進黨副秘書長林
飛帆就修例風波及台灣對港的「人
道支援工作」等議題直播對談，更
不斷宣揚「港獨」與「台獨」思
想，聲言「港台都是對抗中共的第
一線」云云。
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批評，「港獨」與「台
獨」勾結，目的是想分裂國土，從
另一個側面也更加證明港區國安法
立法的必要性及緊迫性。他們呼籲
年輕人不要被這些有狼子野心的人
蒙蔽雙眼。

羅冠聰直播公然宣「獨」
羅冠聰昨日與林飛帆以「港台唇
亡齒寒」為題，就修例風波及台灣
對港的「人道支援工作」等議題進
行直播對談，內容稱「一國兩制」
已「信用破產」，更聲稱「港台都
是對抗中共的第一線」，又叫香港
「借鑑」台灣過去的歷史云云。
羅冠聰又稱，香港即將實施港區
國安法，問林飛帆台灣有何經驗讓
香港「學習」，去面對未來「更黑
暗、更壞」的前景云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
這是一個顯明的「港獨」與「台
獨」互相勾結的例子，目的是要利
用外部勢力分裂國家。他說，在港

區國安法未頒布下，「港獨」與
「台獨」分子的聯繫越來越緊密，
簡直是膽大包天。他又指台灣未來
都是走向「一國兩制」，批評「港
獨」與「台獨」分子是狼子野心，
呼籲年輕人不要被他們蒙蔽雙眼，
模糊視聽。

陳勇籲市民不要做炮灰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認為，

此事更反證港區國安法立法的必
要性及緊迫性。
他指出，「港獨」與「台獨」

背後勢力的目標是想分裂國土及
顛覆國家，但他們絕對不會成
功，而聯合國亦不會承認「台
獨」，如果一旦台灣地區領導人
宣布「台獨」，中央必然出手，
從而加快兩岸統一的步伐。他呼
籲市民不要成為分離主義的炮
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

「港獨」與「台獨」勾結是一直以
來都存在的事實，羅冠聰與林飛帆
不斷在找一些平台播「獨」。
她質疑香港哪裏需要「人道支援

工作」，直指香港大部分市民都很
和平及安靜，認為「反中亂港」分
子羅冠聰是在誇大其詞，目的是借
此勾結外部勢力反對港區國安法立
法，他們這些近乎垂死掙扎的行徑
必然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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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直播對談。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微信公號「人
民銳評」昨日發表評論文章《甘做洋奴
害香港，「眾志」必被「眾棄」》，指
出港區國安立法，照出「香港眾志」出
賣國家的「港獨」本質。繼到處呼籲外
國政府制裁香港後，黃之鋒之流竟滑天
下之大稽，向聯合國提交報告，促請討
論相關問題，要求撤回國安立法。雖然
擺出一副受盡委屈的姿態，但這些拙劣
表演騙不了人。越來越多的人認清了這
個組織的「港獨」面目，挾洋自重不得
人心，反中亂港不會得逞，「眾志」必
被「眾棄」。
評論說，看看他們攻擊香港國安立法的
言論，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香港警方使
集會自由受影響，還是「眾志」蓄意煽
暴、施暴，讓居民安全受影響；到底是港
區國安立法為執法機關「開後門」，還是
「香港眾志」引狼入室，為境外勢力的干

預「開後門」。所謂「報告」竟然還抨擊
國安立法對勾結外國勢力定義不明。立法
條文尚未出台，「眾志」憑什麼「貼標
籤」，閉着眼睛就反對？其實明與不明，
用鏡子照照自己不就知道了。

批煽年輕人當「炮灰」
評論批評，「眾志」打着「聚眾之

志」的幌子，借外部勢力黑手，妄想掌
控香港的明天，就是禍港「新生代」。
「眾志」主張「自立」但內外勾結，假
託「自決」，對市民顛倒黑白，對青年
極力煽惑，搞的都是「港獨」活動。
「眾志」還擅長變臉喝人血，秘密建立
「勇武」培訓據點，教唆年輕人當「炮
灰」送死。當所謂的「勇武派」打砸搶
燒，走向恐怖主義性質的犯罪，他們躲
在陰暗角落並向主子邀功請賞；去年區
議會選舉前，他們又匆忙與失去利用價

值的勇武派割席，讓誤入歧途的年輕
人，淪為他們的人肉盾牌和政治炮灰。
文章揭批，「眾志」欺騙市民賺黑

錢。黃之鋒之流長期以個人名義為「眾
志」籌款，借機大斂私財。疫情期間
「眾志」以售賣口罩為名騙捐，有關成
員因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而被
捕，真是毫無底線。此次在社交媒體上
污衊國安立法，還不忘貼出籌款鏈接，
註明只以美元結算，吃相實在難看。
文章又指，「眾志」一門心思做洋

奴，從拜見外國政要並索要合影，到乞
求美國國會通過涉港法案，再到竄訪外
國賣慘乞憐、尋求外力插手援助，是他
們最常用的套路。為達目的，他們什麼
都幹得出來，對「洋主子」分外忠心。
這次又尾隨「洋主子」之後，向聯合國
提交這麼荒誕不經的「報告」，讓人實
在哭笑不得。

人民銳評：賣國害港「眾志」必被「眾棄」

「 香 港 眾 志 （ 中
箭）」秘書長黃之鋒
（河童）成日叫人捐錢
畀佢打「國際戰線」 ，
即係周遊外國叫人哋制

裁香港，舊年9月仲去到德國搵人哋外長
馬斯（Heiko Maas）打卡，唔少「港
獨」分子都話對佢寄予厚望。不過，馬
斯早前回應當地電視台問會否以制裁方
式迫中國撤回港區國安法時，佢就直言
畀河童打卡唔代表贊同佢觀點，仲講河
童嘅分離主義，同德國的對華方針不
符，河童則喺Twitter回應話對德國嘅回
應「失望」，繼續用負能量去「打國際
戰線」，有「港獨」分子就叫河童「不
如你都係收下把口少啲出國」。
咁樣話河童都唔係冇原因嘅。中大「獨」

講師劉正喺facebook專頁「無神論者的巴別
塔」就咁話：「繼走去韓國電視台逼宮（韓
國總統）文在寅一定要表態，然後又對德
國政府表示失望，之前仲好似×過（美國
總統）特朗普添（），有無人記得？似

乎佢經已升級成『國際線長毛（社民連梁
國雄）』，專門幫香港人響國際社會×
（趕）票。」
「無神論者的巴別塔」仲質疑：「德

國外長呢頭同你影完相，果（嗰）頭竟
然可以唔客氣到話『合照唔代表認同
佢』，連少少修飾都慳番（返）」，唔
通係河童「又用佢果（嗰）隻『不卑不

亢』嘅態度頂撞激嬲人？」
「無神論者的巴別塔」又揶揄河童睇

得自己太重要︰「個（德國）政府又唔
係你選，要講失望都係由選民講，關
你×事？」，再補刀「黎（嚟）我地
（哋）地方求人然後唔幫你就話失望，
而（𠵱 ）家老奉架（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河童「國際線」受挫 連「獨人」都叫佢收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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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神論者
的巴別塔批
黃之鋒「得
罪人多」。

fb圖片

◀黃之鋒回
應對德國的
回 應 「 失
望」。

fb圖片

▼盧俊宇揚言「將會否決
所有有關『慶回歸』的撥
款」。 fb截圖

▶屯門區議會以「不慶祝
回歸」為由，否決居民團
體兩項慶回歸活動撥款申
請。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