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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祟搬竇表面解散「獨」品存倉潛藏議辦

三七河童谷「初選」勾外力播「獨」味濃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河
童）昨日於社交平台上發帖，呼籲

市民在攬炒派初選中投票予其推薦的六人，又註
明相關人等亦已獲潛逃海外的前「眾志」創黨主席
羅冠聰（三七）「全力支持」。多名政界人士昨日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獲「港獨」分子羅冠
聰高調支持，很大機會是被外國勢力支持甚至操
控，或違反香港國安法，呼籲市民不要被攬炒派
所欺騙，同時希望相關部門介入調查。
黃之鋒在facebook帖文中，推薦參加攬炒派初
選的所謂「抗爭力量」包括前學聯副秘書長岑敖
暉、前「香港眾志」副主席袁嘉蔚、黃之鋒、前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張崑
陽、《立場新聞》前記者何桂藍、「議會陣線」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同時，註明相關人等亦獲已
潛逃海外的羅冠聰及觀塘區區議員梁凱晴「支
持」。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所有人都知道

羅冠聰的政治立場，是想搞「港獨」，而羅冠聰
及黃之鋒的前政黨「香港眾志」的政治立場亦是
「港獨」，因此如果是羅冠聰支持的人，當中絕
對有可能存在外國勢力的支持，希望市民都要認
真審視這些參選人的政治立場及當中的有否違反
香港國安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認為，攬炒派所謂的

初選有可能會觸犯法例，比如《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及香港國安法，因此不管羅冠聰是否支持
他們出選，首先整個初選都可能是違法的。他又

指，羅冠聰本身已經放棄了香港，潛逃海外，因
此羅冠聰所謂的「全力支持」就會給予他人一種
外國勢力指導選舉的感覺，故希望警方能介
入調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揶揄，羅

冠聰一方面扔下所謂的「手足」潛逃
外國，一方面卻聲稱支持在港的初選
者，「真係幾搞笑吓，都唔知嗰啲所
謂嘅『手足』會點諗。」她又指，黃
之鋒之流過去不斷到外國要求制裁香
港，與香港國安法內的勾結外國勢力相
符，因此他們將來行動中會否牽涉外國
勢力，相信有關部門會跟進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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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志」自6月30日宣布解散後一直都未有大動
作，香港文匯報記者連日觀察，「眾志」位於

新蒲崗大有街佳力工業大廈一樓的辦公室更是終日烏燈
黑火，沒有人進出，似乎刻意想避開香港國安法的風
頭。直至本月5日（周日）晚，記者發現該辦公室內有
人亮燈，直到次日午夜零時許，有四名形跡詭秘的男女
小心翼翼離開大廈，眾人步出大廈後仍四處張望顯得非
常警覺，然後就急急腳走人，似乎十分害怕被人發現。

大佬不曝光 使散仔提早搬
本月6日（周一），香港文匯報記者再到佳力工業大

廈外觀察，發現多名年輕人正從大廈內搬出大量白板、
桌子、椅子等辦公室物資，送到一架正在等候的大貨車
上。記者發現，這些物資與「眾志」總部的物資相同，
包括黃之鋒剛買入不久的電競椅及其他街站物資。除了
辦公室的物資外，搬走的還有一些旗杆和宣傳品。在整
個搬運過程中，記者並未發現黃之鋒、周庭、林朗彥等
核心頭目出現，而是由甚少曝光的普通成員及義工前來
秘密「搬竇」。有同座租客及大廈管理員向記者透露，
過往，一些具知名度的「眾志」頭目如黃之鋒、羅冠
聰、周庭，甚至與黃之鋒拍檔參選的梁凱晴等人都不時
進出該大廈，但本月起已不見他們出入。「其實，呢幾
日都係『生面口』後生仔喺呢度出入，每次都會帶走一

堆物資離開。」
據了解，「眾志」總部所在的單位面積約500呎左

右，月租逾萬元，租約原本到本月底才結束，而「眾志」
提前搬物資走人，明顯是感覺此處已沒有必要再租，提
前搬走也是想掩人耳目。記者在眾人離開後再到其門外
觀察，發現除了少量的裝飾物外，單位內已基本清空，
而一度連續多日塞滿信件的單位信箱也被清空，只留下
一些宣傳單張。

部署成員選戰借殼還魂
知情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

「眾志」雖然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宣
布「解散」，但組織內的前核心成員
仍然照常維持組織運作，譬如，前
「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宣布退出
組織後仍然繼續積極與觀塘區議員
梁凱晴和南區區議員袁嘉蔚擺街站
籌備選舉，而前常委廖威廉仍舊協
助參選新界東的何桂藍擺街站。
「佢哋（「眾志」）家係先將物資搬
到迷你倉或友好嘅區議員辦事處暫存，
至緊要選舉先，等選舉過後再會宣布下一
步計劃，好可能隨時又成立一個新組織。」

積極勾結外國反華勢力的「港獨」組織「香港眾志」早

前宣布解散，其核心人物羅冠聰及鄭家朗等也逃往外國。香港文匯報記

者發現，「眾志」位於新蒲崗一座工業大廈內的總部，在香港國安法本月

開始實施後已基本停止運作，本周一連數日，多名疑似「眾志」成員的年輕

人陸續到佳力工業大廈的總部搬走物資，不過，可能為了掩人耳目，「眾志」的頭目們（常

委）均未出現在前來搬運的人群中。知情者透露，「眾志」這個組織只是在名義上解散，其成

員的活動依然受黃之鋒等頭目指揮，而搬走的物資，除了一些具政治敏感的宣傳品暫存於

迷你倉外，其他的則零散地擺放於與「眾志」關係密切的幾個區議員辦事處內，「表面上『眾

志』係解散咗，其實就好似呢啲傢俬一樣，係『化整為零』，等時機一到就東山再起。」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香港眾志」在
國安法實施前「緊急解散」，頭目羅冠聰、鄭家朗等
人潛逃外地。另一名頭目黃之鋒則一副「死豬不怕
滾水燙」的樣子，除扮「勇士」四處宣稱自己「準備隨
時被拉」外，還與「自行解職」的「民間外交網絡」發言
人張崑陽刻意挑釁香港國安法，藉擺街站繼續煽動
市民支持他們「打國際線」。
黃之鋒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沉寂了數日，在前日
（8日）開始再次高調，出現在銅鑼灣支持羅冠聰
的女友袁嘉蔚的造勢大會，而張崑陽及何桂藍等與
「眾志」有密切關係的參選人也前來撐場，其間，
黃之鋒不斷吹噓所謂「國際線」，企圖藉外國反華
政治勢力為自己打氣。

昨日，黃之鋒與張崑陽在美孚擺街站高調宣
傳他們「國際線功勞」。去年夏季，自任「大專
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言人的張崑陽四出
勾結外國勢力，展開所謂「國際游說」活
動，也正是在黃之鋒的拉攏下與美國駐
港總領事館官員秘密會面，不久更隨黃
之鋒前往美國國會出席「賣港」活動的
「聽證會」。有知情人士向香港文匯記者
透露，在去年修例風波期間從來不敢
出現在「本土義士」旁邊的張崑陽，「佢
得把口老吹，邊度有着數就黐邊個，呢
個古惑仔今次覺得癡鋒（黃之鋒）嘅光環可
以助其上位，梗係黐到實啦。」

黃之鋒張崑陽囂張宣揚「國際線」

■■本月本月55日日，，四名形跡詭秘四名形跡詭秘
的男女小心翼翼離開大廈的男女小心翼翼離開大廈。。

■■本月本月66日日，，多名多名
年年輕人又急又鬼祟輕人又急又鬼祟
幫幫「「眾志眾志」」搬竇搬竇。。

▼白板顯示「搬家」路
線，疑一早有

部署。

■■77月月88日日，，何桂藍的街何桂藍的街
站仍然由站仍然由「「眾志眾志」」核心成核心成

員廖偉濂負責員廖偉濂負責。。

■■77月月88日日，，「「眾志眾志」」核核
心成員為心成員為袁嘉蔚造勢袁嘉蔚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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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出現本地爆
發，昨新增34宗本地確診個案。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晚上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
政府須嚴陣以待，迅速應變，將採取一
系列新防疫措施，包括要求從海外抵港
人士要在家居以外地方受 14 天強制檢
疫，或運用「防疫抗疫基金」提升病毒
檢測等。此波疫情相當兇險，政府迅速
彌補防疫短板，落實海外抵港人士定點
檢疫、集中隔離，盡快提升檢測能力，
顯示高度重視並接納專家意見，回應社
會訴求，未來的關鍵是將有關措施盡快
落實到位，避免疫情在社區四處開花。

本港連續兩日出現多個不明源頭感染
個案，難以追蹤密切接觸者。中大醫學
院呼吸系統學講座教授許樹昌指出，疫
情比3月時更危險；港大感染及傳染病
中心總監何栢良亦表示，現時疫情重返
3 月時嚴竣情況，呼籲市民要重拾嚴謹
的防疫態度，包括盡量叫外賣、留意社
交距離及不要去高危地方。面對嚴峻疫
情，政府即時收緊防疫措施，包括餐
飲、酒吧夜店等顧客人數不可多於座位
數60%、限定每桌人數等，措施必要及
時，但顯然不足夠。

海外人士抵港家居隔離有傳播隱患，
另核酸檢測能力不足，是本港防疫的短
板，一直備受專家和社會各界的關注。
何栢良指出，海外傳入個案的巨大漏
洞，政府遲遲未有修補，如果抵港隔離
不改善，問題陸續有來，他建議政府仿
效內地、澳門和新加坡，使用酒店作隔
離設施，避免家居隔離；港大微生物學

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一再提醒，本港病毒
檢測數目低，每日應至少作 7,500 個檢
測。

政府今次的反應明顯加快。林鄭月娥
昨晚指出，首先會堵塞任何可引致輸入
個案感染社區的風險位，將要求從海外
抵港人士，包括海外傭工要在家居以外
的地方（一般是酒店）接受14天強制檢
疫，獲豁免的人士亦須檢測；同時，加
強檢測以盡早找出社區的隱形傳播鏈亦
是當務之急，公營部門的檢測能力預計
本月底起每日恒常檢測量會逐步增至
7,500個，亦會更多利用私營機構的檢測
能力，不排除運用「防疫抗疫基金」為
風險較高的人士進行病毒檢測；本周內
將與幾位專家商討對策和指導制定與私
營檢測機構合作的方案。

林鄭月娥提出的新措施，落實定點檢
疫、集中隔離；公私合作提高檢測能
力，運用「防疫抗疫基金」為風險較高
的人士進行病毒檢測，善用資源，擴大
檢測規模，有利找出隱形傳播源頭。這
些措施正正符合專家建議，對本港堵塞
防疫漏洞對症下藥，值得肯定和支持。

防疫新措施捉準方向，但關鍵要盡快
落實到位。目前本地確診個案有呈現幾
何級數上升的危機，防疫新建議早一日
實施，便可早一日控制疫情。希望政府
坐言起行，以市民生命安全為第一考
慮，在行政長官親自督導下，確保新措
施迅速落實，做到早發現、早診斷、早
隔離、早治療，切實堵塞防疫漏洞，防
止疫情進一步惡化。

迅速應變落實到位 防止疫情再惡化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美國西方不斷揮舞干涉大

棒。昨日，澳大利亞宣布暫停執行與香港的引渡協
議，改變港人簽證居留的安排，並呼籲國民不要前
往香港旅遊。連日來，美國及部分西方國家以偏
見、臆斷，惡意抹黑國家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符
合世界標準的必要舉措，本質上是以淆混是非、煽
惑人心的污名化伎倆，再打「香港牌」。事實再次
證明，美國西方從來不是真正關心、維護香港的人
權自由，只是把香港當成棋子，以達到遏制中國發
展的目的。

香港國安法針對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相關罪行完全有可能在香港境外實施。對此，
香港國安法規定採取相應的法律行動，其中第38條
提到，國安法適用於非香港居民在香港境外所犯的
罪行。這完全符合國際通例和標準。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指出，
國家安全保護管轄原則在世界通行，並非特殊安
排。德國刑法典第5條列明，即使是外國人在國外
實施叛國行為，亦要適用於德國的刑法管轄。美國
在維護國家安全和打擊恐怖主義犯罪領域，早已實
行屬人管轄、保護管轄。孟晚舟不是美國公民，也
沒有入境美國，美國卻要求加拿大拘捕、引渡孟晚
舟，就是典型的「司法長臂管轄」。

澳大利亞儘管沒有國家安全立法，但制訂了一套
統一的刑事法，將針對聯邦安全的犯罪，包括叛
國、間諜和恐怖主義三大犯罪都納入其中。2018年
澳大利亞通過《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
外國干預）法案》及《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
大幅提高從事間諜活動、洩露國家機密的刑罰，規
定竊取商業機密的外國人，最高可判囚15年。

西方國家早已構建滴水不漏的法網保障國家安
全。但對香港採取類似、卻相對溫和的法律規條，
美國西方立即暴跳如雷，高呼「震驚全球」。美國

國務卿蓬佩奧宣稱，「國安法是對所有國家的侮
辱」，美國政府立即撤銷香港特殊地位，暫停向香
港出口防衛物資、高科技產品；近日更傳出美國或
採取更嚴厲制裁，可能限制香港銀行兌換美元，削
弱聯繫匯率制度。一向唯美國馬首是瞻的部分西方
國家亦步亦趨，加拿大禁止向香港輸出敏感軍事用
品、暫停兩地的引渡條約；英國準備推出「BNO5+
1」計劃，聲言為港人提供「政治出路」；澳大利亞
「不甘落後」，亦推出所謂收容港人的「避風港計
劃」。美國和部分西方國家打捍衛人權自由的旗
號，以各種手段「制裁香港」，其實不過是想香港
能繼續成為干擾、顛覆中國的棋子。

去年修例風波中黑暴氾濫，背後正是美國和少數
西方國家推波助瀾，提供資金、物資以及國際輿論
的支持。最近美國《時代》周刊網站披露，美國國
際媒體署凍結用於支援國外民主運動約200萬美元
資金，其中部分就是直接用於香港「民主抗爭」。
可以肯定，這只是美國和外部勢力金援反中亂港惡
行的冰山一角。香港國安法震懾黑暴，恢復法治穩
定，在香港維護國安，令美國及少數西方國家再難
通過香港的代理人禍港遏中。眼見煽動暴力的「香
港牌」失靈，美國西方勢力心有不甘，就變換打
「香港牌」的招數，改用「制裁大棒」、「政治出
路誘惑」，軟硬兼施，聯手炮製國際社會共同施壓
的假象，企圖動搖香港人心，延續他們在香港的邪
惡影響力，繼續讓香港成為中國政府的麻煩。

但美國西方勢力要失望了，國安法已經實施，成
為香港由亂轉治的重大轉折，絕大多數港人思穩
定、求發展，國安法保障大多數守法港人及外國人
的利益，只針對少數危害國安的組織和個人，連香
港美國商會、滙豐銀行等外資機構、企業都支持國
安法，美國西方再打「香港牌」的如意算盤終將是
一枕黃粱。

美國西方再打「香港牌」終將一枕黃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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