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攬炒派自吹自擂的非法「初選」結束，多

名聲稱是「本土派」的參選人勝出，企圖參

加9月的立法會選舉。這些勝出的「本土派

新貴」，不但都高調反對香港國安法，許多人更有鼓吹「港獨」或參與

黑暴活動的背景。有網民指出，一旦這種人進入立法會，勢必使「獨

暴」充斥整個議會，也等於變相將「獨暴」合理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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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素人參選 「獨暴」威脅立會
多人曾高調反國安法 網民：勿讓「煽暴撐獨」者得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為了參選立法會，攬炒派在6月下旬開
始大鑼大鼓搞「初選」，而為了搶到

「入場券」，一些自稱「素人」的參選人
積極參與運作，更不惜公然與「港獨」組
織連成一氣，在街頭及社交媒體上拉票。

梁頌恆多日跟隨王百羽拉票
其中一名最出位的是「天水圍民生關注
平台」的王百羽。綽號「坦克車」的王百
羽是元朗區議員，原本在攬炒派陣營中的
知名度並不高。不過，為了打響名聲，一
直與「獨」人交往甚密的王百羽，從「初
選」一開始就獲得多名「港獨」組織頭目
力撐，其中，曾任「香港民族陣綫」發言
人的梁頌恆，更連續多日跟隨王百羽到各
區拉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早在2016

年，王百羽已是「港獨」組織「本土民主
前線」及「青年新政」成員，經常在公開
活動上與目前已潛逃海外的「本民前」頭
目黃台仰攬頭攬頸。去年11月，王百羽當
選區議員後，仍利用公職身份繼續播
「獨」，更與「學生動源」合作擺街站。

劉頴匡涉衝擊立會被控暴動
曾是校園「港獨」組織「中大本土學
社」頭目的劉頴匡，在去年「修例風
波」期間成立煽暴組織「民間集會團
隊」，曾在港九多次發起大型集會煽動
黑暴。資料顯示，幾乎每次「民間集會
團隊」搞的遊行集會都演變成暴力活
動，而劉頴匡更因涉嫌參與去年7月1日
衝擊立法會活動被控暴動罪。此外，劉
頴匡亦與活躍在煽暴平台「連登」、目
前在外國的「攬炒巴」關係密切，多次
共同發起活動，勾結外國勢力。

張可森招募學生「勇武特訓」
這次企圖出戰新界西的張可森，去年以
「屯門社區網絡」成員身份當選屯門區議
員。今年初，張可森公開撐暴，在其區議
員辦事處張貼黑暴海報，聲稱要「讓革命
融入生活」，招募區內學生參加「勇武特
訓」，最後該「特訓組」與其他地區的
「特訓組」聯手，組成大型黑暴勢力，有
人在今年5月至7月期間，多次發起及參與

黑暴活動。而在這次「初選」期間，張可
森、王百羽、梁頌恆更一齊在街站拉票，
以爭取更多「獨」人的支持。

伍健偉林進常到暴動現場
同樣準備參選新西的伍健偉，是「天水

連線」的元朗區議員，亦是黑暴「特訓
組」成員。今年3月，香港文匯報記者曾
致電「天水連線」查詢黑暴「特訓組」情
況，當時伍健偉的同黨林進（元朗區議
員）直認與「特訓組」有關，更提示記者
如何參加「特訓」。伍健偉及林進亦經常
到暴動現場支援黑暴，甚至聲稱會提早一
晚「到場準備」。
此外，伍亦經常用「港獨」歌曲《榮
光》在區內播「獨」。

鄒家成與陳浩天關係密切
至於曾於去年參選區議會的鄒家成則與被

取締的「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黨」召集人
陳浩天關係密切。去年區議會選舉期間，鄒
家成與其他攬炒派參選人「鬼打鬼」時，獲
陳浩天公開撐是「自己人」。而區選失敗後，
鄒家成在「獨暴」陣營的聲勢更是急速上升，
經常對外放風稱自己是「勇武」，再加上得
到「港獨」頭目陳浩天及梁頌恆的力捧，終
於在新東搶得一張攬炒派的入場票。

梁晃維表明與梁頌恆「理念相同」
在港島參加「初選」的梁晃維，在選舉

論壇上更公開表明自己與梁頌恆的「理念
相同」。

黃子悅與陳家駒關係曖昧
參加新西初選的黃子悅則與潛逃海外的

「港獨」組織「香港獨立職盟」頭目陳家
駒關係曖昧。
至於有意在九西參選的馮達浚、在九東

參選的李嘉達，以及在超區參選的岑敖
暉，在去年修例風波期間多次高調煽暴，
甚至出現在暴動現場。
不少網民指出，當局應拒絕這些與「港

獨」及黑暴關係密切的人參選資格，因為
一旦放任這些「煽暴撐獨」、更公開反對
國安法的人進入立法會，勢必變相將「獨
暴」活動合理合法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一些自稱
「本土素人」的攬炒派參選人為了在「初
選」中爭取曝光率，可謂無所不用其極，其
中劉頴匡和「天水連線」伍健偉除了炒作議
題抹黑政府從而獲得支持外，亦經常煽動仇
恨情緒，在擺街站期間亦肆意挑釁警方和政
見不合的市民。
本月12日（周日）是「初選」最後一

天，不少參選人紛紛作最後衝刺，四處設街
站拉攏支持者，而一向靠譁眾取寵上位的
「天水連線」成員卻不甘於一般宣傳，為獲
得支持者的青睞，其團隊整天都刻意挑釁警
方及與政見不合的市民爭吵，以爭取曝光
率。

包圍辱罵政見不合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當日曾到天水圍一帶觀

察，發現伍健偉團隊並沒有固定街站，而是
以「巡遊」方式遊走天水圍一帶，並在沿路
一直叫囂。至晚上8時許，團隊遊走到天頌
苑廣場附近時，一名政見不合的市民疑受到
伍健偉團隊挑釁而發生爭執，團隊眾人隨即
發難包圍和辱罵該市民，造成現場一度混
亂。在附近巡邏的警員抵達現場後迅速控制
場面，被圍的市民在警員陪同下離開。

警面前唱「獨」歌 氣焰囂張
事後伍健偉在facebook發放「勝利宣言」

大肆炒作，宣稱該市民已向他們「道歉」，
揚言如團隊有人受傷則會「報警拉人」。而
在昨日，伍在facebook發放團隊當日在警察
面前刻意唱「獨」歌的片段，氣焰十分囂張。
劉頴匡去年曾多次發起引發暴力的集會活

動，今年6月12月，劉再發起黑暴「周年」

活動，引致銅鑼灣和旺角區多人聚集，警方
隨後以非法集結拘捕多名有份參與的議員，
而一些被捕者亦有參加今次「初選」，包括
南區區議員彭卓棋、東區區議員李予信和立
法會議員許智峯等，所謂「周年活動」看來
只是劉頴匡等人的選舉宣傳工具。

博上位爭曝光 擺街站「撩警察」

■伍健偉在facebook發放團隊當日在警察
面前刻意唱「獨」歌的片段。 影片截圖

■「初選」前，
「港獨」組織頭目
鍾翰林在社交媒體
幫「港獨」候選人
拉票。

■鄒家成與陳浩天關係密
切。

■違法「初選」期間，「港獨」頭
目梁頌恆一直協助張可森及王百
羽。 網上圖片

■張可森公開撐
暴，在其區議員辦
事處張貼黑暴海
報，招募區內學生
參 加 「 勇 武 特
訓」。

梁晃維 港大時期經常參與政治活動，與「獨」人關係密
切。在6月底初選論壇上聲稱與「港獨」組織頭目梁頌恆
「理念相同」。
張可森 在其區議員辦事處門外張貼海報，招募「區內學
生」並提供場地給勇武「特訓」，並成立「特訓組」。今
年5月下旬，「特訓組」宣稱將會進入「大規模行動」。
在初選前，與梁晃維及鄒家成聯合發起所謂「抗爭派」聲
明書。
伍健偉 「天水連線」成員，因高調支持「勇武」成名，亦
是「勇武特訓組」發起人之一。經常在街站播放「港獨」
歌曲。
鄒家成 獲陳浩天及梁頌恆等「港獨」組織頭目支持，修例
風波期間多次高調煽暴。「初選」期間多次主動爆粗挑釁
其他候選人，言行偏激。
劉頴匡 資深「獨」人，去年成立「民間集會團隊」，多次
發起集會都演變成黑暴活動。今年6月，劉因涉嫌參與去
年七一衝擊立法會大樓事件，被控暴動罪。
王百羽 「本民前」黨羽，在2016年已開始與梁天琦、黃
台仰及梁頌恆等高調播「獨」。最近多次聯合「港獨」組
織「學生動源」擺街站播「獨」。
黃子悅 前「學民思潮」成員，與「港獨」組織「港獨聯」
頭目陳家駒關係密切，去年11月，因涉嫌參與理工大學活
動被捕，後被控暴動罪。
岑敖暉 前「學聯」副秘書長，在非法「佔中」期間甚為活
躍，「修例風波」期間經常煽暴。今年2月，與民主黨立
法會議員許智峯等人組成「北歐香港代表團」到歐洲多國
美化黑暴，其間更公開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
「港獨」標語。

部分參選人「撐獨煽暴」背景

反對派「初選」鬧劇落幕。國務院港澳辦發言
人昨天嚴正指出，「初選」是對香港特區選舉的
非法操控，是對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公然
挑戰，支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政府有關部門和
香港中聯辦對此表明的嚴正態度，堅決支持依法
查處有關違法行為。「初選」的根本目的是癱瘓
管治、奪取香港管治權，是修例風波的延續、黑
暴攬炒的變種，直接挑戰「一國兩制」、基本法
和國安法。特區政府必須嚴肅調查、追究刑責，
讓任何對抗國家、破壞「一國兩制」、反中亂港
的圖謀落空。

「初選」根本不是法定意義上的合法、公正選
舉，而是打着「公民投票」的幌子，要挾參與
「初選」者簽署所謂「抗爭聲明」，公開承諾如
果當選為立法會議員將通過否決財政預算案及所
有政府議案，逼令政府應允他們的政治要求，包
括迫使行政長官接受「五大訴求」，落實真「雙
普選」，其目的就是要推翻合法的特區政府，奪
取香港的管治權。「初選操盤手」戴耀廷早已揚
言，要以獲得「大殺傷憲制武器」去達到阻撓政
府施政、「攬炒」香港的目的。

「初選」更惡毒的居心，就是企圖在香港製造
憲制、管治危機，脅迫中央出手平亂，引致西方
對國家實行政治經濟制裁，最終令中國亦「被攬
炒」，這是戴耀廷的「真攬炒十步」已編好的劇
本。「初選」是一場有組織、有預謀、有綱領、
以癱瘓立法會為目標的奪權行動，是對立法會選
舉公平公正的嚴重破壞，將給香港的政治發展、
社會穩定帶來難以估量的嚴重後果，危及國家安
全和發展利益。正如港澳辦聲明所指，「他們以
維護『香港高度自治』為幌子，實際上是要假藉
所謂『民意』禍國亂港，把香港變成對國家進行
『顏色革命』和滲透顛覆活動的基地。」

所謂「初選」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是持續了一年

有餘、給香港帶來巨大禍害的反修例風波的延續，
是「黑暴」「攬炒」的變種。眾所周知，反修例風
波就是由美國等外部勢力在背後撐腰的街頭「顏色
革命」。所幸的是，在中央和特區政府有效應對、
廣大香港市民堅決抵制下，修例風波黑暴攬炒令香
港「變天」的圖謀未能得逞。但是，外部勢力並未
善罷甘休，如今再試圖透過戴耀廷之手操縱香港的
選舉，以達至修例風波未實現的「顏色革命」。

立法會是特區管治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
重要的憲制性職責。香港國安法第22條規定：
「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
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
能」，即屬犯罪。國安法作出這項規定的一個重
要目的，就是要禁止任何人癱瘓作為特區政權機
關之一的立法會。「初選」以掌控立法會多數議
席、癱瘓立法會和特區政府為目標，顯然已經觸
犯香港國安法第 22 條的相關規定及本港選舉法
律。另外，香港國安法第29條規定：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
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均屬犯罪。「初
選」作為修例風波的延續，受外部勢力支持、接
受外部資金支持的嫌疑重大。戴耀廷之流充當外
部勢力的棋子，策動的「初選」顯然觸犯香港國
安法29條的相關規定。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警告，香港選舉制度沒
有「初選」機制，如果所謂「初選」是為達至所
謂「35+」結果，目標是阻撓政府施政，可能會違
反香港國安法中顛覆政權罪行，特區政府亦會調
查其他涉嫌違法的問題。香港國安法構建了維護
國家安全的保險網，高懸震懾反中亂港惡行的利
劍，不會讓任何組織和任何個人有空間和機會以
非法選舉，對抗國家、破壞「一國兩制」、顛覆
中央和特區政府。所謂「初選」企圖繼續肆意妄
為反中亂港，必定慘敗收場，勿謂言之不預也。

「初選」旨在顛覆政權 明顯觸犯國安法
本港第三波新冠疫情持續擴散，最新

情況是首次出現醫院院內的感染個案，
到昨日夜間有三名伊利沙伯醫院同一個
病格的病人確診染病。醫院是病毒散播
的高危場所，出現院內感染，顯示醫院
處理高危人群的程序不夠嚴謹。公立醫
院是本港防疫最重要防線，醫管局和特
區政府必須多管齊下，調動更多資源彌
補防疫資源不足的短板，保障公共醫療
系統不會大規模失守。

一名確診的伊利沙伯醫院92歲病人，
早前與她對面床的一名77歲病人以及另
一名同病格的病人均告確診，極有可能
是院內感染。出現院內感染，是因為現
時很多新冠肺炎確診病人初時沒有明顯
病徵，求醫時並非因為感染疫症而住
院，被編配到普通病房而非隔離病房，
導致病毒在病房內傳播。

從專家意見看，現時醫院防疫存在多
個漏洞。首先是入院檢測排查工作不
足，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警
告，醫院必須在病人入院把關的工作做
得更嚴謹，對更多病人進行新冠病毒檢
測，排查出潛在病患；其次是病房的共
用醫療器材和共用空間成為病毒傳播的
途徑，需要加強清潔或採用更多一次性
器材；再次是不斷有醫護或支援服務員
工的家人受感染，有機會將病毒帶入醫
院。

汲取其他地方的經驗，醫院是疫情傳
播的高危場所，由於人群密集、病患眾
多，一旦病毒在醫院傳播，交叉感染的
速度和規模可以很驚人。例如92歲婦人
12 日入住伊利沙伯醫院內科病房後確
診，同病格的9人都需要檢疫，另外有
35名醫護也需要醫學觀察。醫院的防疫

控制做得不好，防控風險更大，後果不
可低估。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
梁子超認為，出現這種情況反映病毒社
區傳播廣泛，不同個案透過不同渠道進
入醫院，對醫院交叉感染造成「大威
脅」。一旦醫院出現疫情爆發，難免加
劇社區傳播。同時因為醫護要檢疫，也
會令本已緊張的醫療人手問題雪上加
霜，增加醫療系統的壓力，削弱防疫能
力。

因此，當局必須對醫院內部感染風險
問題高度重視，醫管局須盡快查清病毒
傳染路徑，要求各醫院採取更積極的措
施檢測、排查入院病人，包括擴大對疑
似病症或來自高危地區病人的檢測規
模，加強醫護的防範措施；特區政府需
調動更多資源支援公立醫院。參考內地
和海外的成功防疫經驗，一旦病例急速
增加，有必要設置專門的臨時隔離場所
收治疑似病人。雖然本港現階段疫情未
至於嚴重到這種程度，但政府應未雨綢
繆，積極考慮徵用酒店、度假村等設
施，構建類似內地的方艙醫院，以作臨
時隔離、輕症治療的防疫場所，防止出
現院內交叉感染的最不理想情況。

特區政府日前宣布，外聘私營檢測機
構擴大檢測能力，為善用社會資源支援
抗疫，邁出防疫重要而正確的一步。工
聯會昨日會晤特首林鄭月娥，建議特區
政府主動聯絡中央，支援本港進行全面
檢測，以識別隱形患者，截斷社區傳播
鏈。本港正面臨最嚴峻的抗疫挑戰，現
時必須把防疫作為最重要的施政工作來
抓，調動各方資源，包括繼續請求內地
資源的支持，盡最大努力把疫情控制
住。

多管齊下調動資源防院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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