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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換屆選舉9月6日舉行，由

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各選出35名議

員，共選出70名議員。換屆選舉的

提名期由7月18日開始，至7月31

日結束。香港出版總會有限公司理

事石國基表示，近日發現在功能界

別(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出

版小組投票人中，有大量不尋常選

民登記申請，懷疑當中或涉及種

票。該會昨日帶同收集到的199份

懷疑有問題申請，到灣仔海港中心

選舉管理委員會作出投訴。

立選出版組疑有人種票
大量不尋常申請湧現 香港出版總會到選管會投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派去年
10月13日煽惑群眾於全港多區反禁蒙面法導
致連場騷亂，其中在將軍澳有便衣警被黑暴
群煞襲擊及搶去警棍，警方事後拘捕多人，
其中一名13歲男童被控參與暴動、蓄意傷人
等四罪，昨在東區裁判法院少年
庭再提訊。控方正式申請轉介區
域法院與同案另外五名成年被告
一同審理。
13歲男被告面對的四宗控罪，

包括參與暴動、在非法集結期間
使用蒙面用品、非法禁錮及蓄意
傷人。控罪指他去年10月13日在
將軍澳唐俊街及唐德街一帶與不
知名者參與暴動、在非法集結期
間使用蒙面用品，即一個耳掛式

口罩；以及同日在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附
近與其他人非法禁錮警員X，並在仁濟醫院
王華湘中學外使警員X身體受嚴重傷害。
控方昨在少年庭申請案件於下月7日在區

域法院再訊，屆時會與同案另外兩男三女成
年被告一同處理。
屆時在區院審理的同案其他五

名被告，包括電腦程式員雷藝佳
（23歲）、演唱會舞台技工劉文
全（24歲）、銷售員林芷瑩（29
歲）、保險經紀吳婉菁（21歲）
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學生盧嘉欣
（21歲），五人分別被控暴動、
非法禁錮、有意圖而傷人、在非
法集結期間使用蒙面用品和參與
非法集結等罪名。

男童被控10．13暴動 轉介區院與成人同審

■將軍澳一名便衣警
員當日遭多名暴徒襲
擊。 資料圖片

民記倡增守法教育 嚴懲違規教師

■石國基近日發現在功能界別的出版小組投票人中，有大量不尋常選民登
記申請，懷疑當中或涉及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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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德貞女中
13歲女童遭女同學集體欺凌案件有新進展，
繼受害女童在長沙灣一商場梯間被女同學用
滅火沙桶鐵蓋猛擊頭部的視頻流出後，再有
施虐視頻流出，揭發受害女童還被其他同學
輪流狂摑臉部28下、拳毆腹部等視頻流出，
警方再拘捕四名涉案女學生，令涉案女生被
捕人數增至六人。
22日晚在深水埗區被捕的四名女學生(13

歲至14歲)，涉嫌普通襲擊，早前被捕的兩名
女童則涉嫌「襲擊致造成實際身體傷害」，
六名涉案女童已獲准保釋候查，須於7月中
旬向警方報到。
22日新流出該女童被掌摑的視頻顯示，案發
於6月15日下午，地點同樣是長沙灣深旺道
100號商場的梯間。受害女童除了被人用鐵蓋
施襲，還不斷遭兩名分別穿黑白色上衣的少女
厲聲喝罵及侮辱，兩人前後施「連環掌」猛力

狠摑其臉部近至少28次，力度之猛甚至傳出
「啪啪」巨響。其間，兩施襲少女更拉着事主
衣領，迫令其向各人逐一鞠躬道歉。
有人則在旁舉手機拍攝及抽煙，其中一名

女童及後加入施虐，拳毆受害女童腹部，又
對她叉頸狂搖及將頭撼向牆壁。

父聲言追究到底
受害女童父親與姑丈22日上午到學校與班

主任、社工及副校開會，下午父親陪同女
兒，再次到警署錄口供。女童父親向傳媒
指，女兒昔日學業不算太差，只是考試失
手，要重讀中一。他又指女兒性格內向，據
說被指「講閒話」而遭虐打，上周女兒返家
時，他已察覺其傷勢，查問下女兒謊稱跌
傷。直至有親友轉告網上流傳虐打片段，追
問下才揭發事件。他對女兒被欺凌十分憤
怒，聲言要追究到底。

德貞女中欺凌案 警再拘四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警方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根
據線報追查一對情侶的銀行戶
口，經調查發現他們持有的兩個
銀行戶口在去年10月至今年5月
的七個月內，懷疑被用作清洗共
3.64億元的犯罪得益，昨日在將
軍澳以涉嫌「處理已知道或相信
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
產」（俗稱洗黑錢罪），拘捕涉
案同居情侶，其中女子為大學
生，警方正追查資金的來源及是
否與支持黑暴資金有關。
被捕情侶分別為報稱無業的32
歲男子，以及22歲就讀中文大
學傳理系大學4年級的女友，兩
人在將軍澳一單位同居。
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人員
根據線報及經深入調查，發現
在過去短短七個月內，不斷有
金錢匯入兩人的銀行戶口，之
後很快將款項轉走，其涉及3.64
億元不明來歷款項，因兩人未
能說明資金來源，涉嫌觸犯
「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
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
（俗稱「洗黑錢」）。
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高級督
察周穎嘉表示，警方已凍結兩人
銀行戶口約50萬港元，並檢獲
電話等證物。警方仍在調查資金
的來源及去向，以及是否與支持
反修例運動有關，警方不排除有
更多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本
月14日有團體在葵涌廣場外擺設撐
港區國安法街站，其間兩名黑暴女
子「踩場」及用雨傘打傷一名女義
工逃去；警方經過連日追查，分別
於本月19日及22日拘捕兩名涉案女
子扣查。
被捕兩名女子，分別22歲及 23
歲，涉嫌「普通襲擊」罪名；案件
交由葵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跟
進。案中遇襲女義工姓潘（69
歲），嘴部被雨傘打傷流血，清醒
送院經治理，未有大礙。
事發本月14日下午1時許，當時有

團體在葵涌廣場外擺設撐港區國安法
街站收集市民簽名，兩名戴口罩及鴨
嘴帽黑暴女子突然現身「踩場」，雙

方就政見問題發生爭執，兩黑暴女不
斷粗言穢語叫囂謾罵，更塗鴉市民支
持港區國安法的簽名簿。姓潘女義工
上前阻止時，遭對方用雨傘作武器打
傷，於是報警；其餘義工見狀即上前
喝止及用手機拍攝，黑暴女子亦舉機
反拍及重複叫嚷「唔好掂我……」並
急步離去，受傷女義工由救護車送院
治理。
警員接報到場調查，根據義工手
機拍攝片段，鎖定兩名涉案女子展
開追緝。
直至上周五（19日）傍晚6時許，

探員根據資料先在葵涌邨拘捕一名
23歲涉案女子扣查；另前日（22
日）晚10時許，探員在葵涌區再拘
捕一名22歲涉案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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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打傷建制老義工
兩「踩場」女被捕

■民建聯建議政府加強守法教育，嚴懲違規教師和檢控散播虛假資訊與煽動青少年參
與違法活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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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青少年犯
罪個案自去年6月修例風波以來大幅增
加，最年輕的被捕者更只是小學生，民建
聯「犯罪年輕化關注組」認為，外部勢
力、反對派政客縱容暴力、網絡因素等均
是令問題惡化的原因，建議政府加強守法
教育，嚴懲違規教師和檢控散播虛假資訊
與煽動青少年參與違法活動者。
身兼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的「犯罪年
輕化關注組」召集人顏汶羽表示，香港社
會對於內地制度和國情報道偏向負面，加
上大量外部勢力在香港回歸後繼續於多方
面令港人對內地和社會主義產生恐懼與反
抗心理，令青少年對國家產生排斥情緒，
缺乏國家和民族認同感。
顏汶羽批評，有教師和法律界分子向

青少年灌輸「違法達義」的錯誤法治觀
念，加上有學校出現煽暴、縱暴教材，和
青少年取得資訊的網絡充斥假資訊，令青
少年很容易被誤導及煽動，甚至誤以為暴
力可以解決問題，因而做出違法行為。
他建議特區政府從教育入手，在大、
中、小學全面推行守法教育，向學生宣揚

法治及灌輸守法觀念，並建議制訂「失德
及違法教師名冊」 和《防止網絡虛假資
訊法例》，懲處違規教師和減低假消息煽
動青少年犯罪的機會。
他並呼籲家長多關心子女，建立良好的

家庭氛圍，及建議學校與社會服務機構為
青少年提供更完善的教育輔導和治療服

務。他指關注組下星期與身兼撲滅罪行委
員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會面時將向
政府提出有關建議。
他亦承認，犯罪年輕化涉及社會和政府

問題，政府在化解社會矛盾方面責無旁
貸，建議官員直接落區與市民溝通，聽取
意見。

石國基表示，要申請登記為出版小組投
票團體，傳統上主要符合三個條件，

包括：香港出版總會有限公司等專業機構的
會員、主要經營出版業務並根據《本地報刊
註冊條例》(第二百六十八章)註冊的團體東
主、及根據《報刊註冊及發行規例》(第二
百六十八章，附屬法例B)領有牌照的報刊發
行人的團體東主等。

主業五花八門 無關印刷業
不過，今年忽然出現大量團體及組織登
記，選舉委員會亦已批出懷疑有問題的登記
申請達199份，當中涉及的團體及組織，其
經營主業竟是五金、汽車、木材、洗衣店，
甚至有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完全與印刷業無
關。
「令人憂心的是，仍在審批中懷疑有問題

的團體選民申請有逾400份，如果全都批

出，勢必打亂業界在功能界別選舉的位置，
如果最後選出一些不是業界的團體，可以肯
定其不會為業界而發聲。」石國基說。
他解釋，按《報刊註冊及發行規例》，打
算在港發行及出售報刊均須領牌；按選舉條
例，領有牌照的報刊發行人的團體東主可申
請為出版界選民。而符合登記條件的是持有
牌照的報刊發行人的團體東主，而非僅持有
報刊發行人牌照。據《立法會條例》第二十
五(四)條，合乎選民資格的團體須具備登記

前「12個月一直運作」的要求；例如，出版
總會及業內團體會員均須入會一年方可獲得
選民資格。與此同理，取得發行牌照後也應
要一直運作12個月。但石國基指，那些人
或團體突然申請牌照，且未有實質業務卻申
請成功，這明顯違規。
石國基強調，功能組別應以合乎資格的真

正界別的團體與人士為選民，以保障該功能
組別的利益，如因制度漏洞破壞了選舉制度
的公允性，甚至間接容許大規模與公然的欺

騙行為，令不合資格者得逞，最終左右了選
舉結果，出版業對此感驚詫、憤慨和擔憂。
他認為，雖然不知道這些個人、團體及組
織背後有什麼動機，或屬於哪些勢力，但可以
估計，如果在出版小組投票人選民申請出現
懷疑種票，其他功能界別亦很可能會出現這
種情況。該會認為事態嚴重，所以花了不少
時間，逐一查核所有選民申請，並在昨日把
結果提交選舉委員會，作正式投訴，希望選
舉管理委員會能正視種票問題，採取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警方昨晚通報，7人因
涉暴動及非法集結等罪被檢控，這是2019年
8月31日太子站相關事件首批被控暴動罪的
被捕者，其中部分人被控兩項暴動罪。案件
將於7月17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指，2019年8月31日晚上，有示威者
聚集於旺角及太子一帶，做出破壞社會安寧
等一系列違法行為，包括堵路、刑事毀壞、
傷人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等。警方當晚及事後
共拘捕69人，包括58名男性和11名女性，
他們涉嫌非法集結、非法禁錮、刑事毀壞、
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及藏有攻擊性武器
等，其中64人拒保候查。

七男涉刑毀非法集結等罪
警方通報說，經進一步調查及徵詢法律意

見後，警方昨日拘捕其中三名拒保候查的男

子，以及較早前保釋候查的四名男子。七名
被捕男子年齡在14歲至29歲，他們被控非
法集結、暴動、刑事毀壞、襲擊致身體造成
傷害、普通襲擊、搶劫及藏有攻擊性武器。
案件將於7月17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8．31」事件首有落網者被控暴動

■去年8月31日太子站首批被捕者被控暴動
罪。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