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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及「香港獨立聯

盟」陳家駒後，再有「港獨」組織成員潛逃英國。

曾高調博出位的「學生動源」成員劉康昨日在其臉

書（fb）上透露，稱他於今年6月底、即香港國安法生效前已離港赴英，並已向英國

申請「政治庇護」。劉康與「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關係密切，後者更因涉嫌觸犯

香港國安法於前日（29日）被捕。有知情者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劉康於6月20日

搭乘航機離港赴英。知情者更透露，預料近期還會有更多「獨暴」分子潛逃，包括一名

甚為活躍的「港獨」組織頭目。

「獨人」劉康畏罪 上月潛逃英國
知情者爆更多「獨暴」分子將走佬 包括一活躍「獨」組織頭目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劉康在得知其同黨鍾翰
林被捕後數小時，於

香港時間前日（29日）晚
上10時突然在其facebook
上事先張揚說，會在30日
凌晨發放「重要新聞
稿」。30日凌晨5時許，
劉康貼文表示「我喺英國
申請咗政治庇護」，並貼
上自己在英國的自拍照。
隨後便發表詳細聲明，稱
因「自己的政治立場」、
「故六月尾已去到英國尋求政治庇護」，並在「鄭文
傑成立的避風驛（Haven Assistance）」協助下已獲
得英國政府支援。
鄭文傑是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前職員，去年因在
內地嫖娼被行政拘留，獲釋返港後不久轉赴英國，
目前已獲英國政治庇護。其後，他與其他潛逃到其
他國家及地區的「港獨」分子，包括黃台仰、林榮
基及梁繼平發起成立所謂「避風驛」，向所謂「有
需要人士」提供美國、英國、德國、台灣地區等庇
護政策訊息資源。

鄭文傑安排劉康落腳英國
劉康在聲明中稱，自己早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已

「預測」到自己可能因「港獨」立場被捕，所以在6
月飛往倫敦希思路機場申請政治庇護，其後鄭文傑安
排他落腳，並得到英國政府「安排住宿，提供一日三
餐」。在聲明尾段，劉康稱自己如果沒有及時到英
國，就會被拘捕，暗示自己與新成立的「港獨」組織
「創制獨立黨」有關連。
資料顯示，今年19歲的劉康於2017年加入「學生

動源」，2017年11月，他在一份報章舉行的「小記
者」活動中，在特首林鄭月娥身後展示「香港獨立」
標語。同年12月，他因一項藏有仿製火器罪被捕，於
2018年罪成。不過，他在2019年上訴獲撤銷定罪。
由於其「學動」身份被公開，劉康與鍾翰林愈走

愈埋，形影不離出席多個「港獨」活動，鍾翰林幾

乎出席所有活動都會帶上劉康，並介紹給其他「港
獨」同黨。
2019年4月25日，撐「獨」網媒「本土新聞」舉

行晚會，當晚陳浩天及楊逸朗等多名「港獨」組織頭
目都有到場。香港文匯報記者當日觀察，晚會期間劉
康全程跟在鍾翰林身後，關係匪淺。在2019年的
「修例風波」期間，劉康亦頻頻煽暴，經常在
facebook發表煽暴文章，但因害怕被捕，所以每次到
黑暴現場都會扮成記者，混在記者群中。

「民族陣線」關社交平台圖避責
此外，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獲得消息，由於鍾翰

林被捕，令很多「港獨」組織成員加快進行短期內
潛逃計劃，包括「香港民族陣線」餘黨。「香港民
族陣線」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一天（6月30日）宣
布解散，但記者翻查「香港民族陣線」
Telegram、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台，發現其
依然在煽暴播「獨」，但前晚鍾翰林被捕的消息傳
出後，「香港民族陣線」立即把旗下所有社交專頁
及群組關閉，企圖逃避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組織新「港獨」組織公
然「播獨」的「學生動源」前召集人鍾翰林及3名骨幹成
員，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中組織和煽動國家分裂罪，於前
日被警方國家安全處拘捕。據悉，四人至本報凌晨截稿前
仍未獲保釋，警方將徵詢律政司意見，預料最快今日提出
檢控。
被捕的3男1女，分別為鍾翰林（19歲）、鍾的女友何
忻諾（17歲）、何諾恆（21歲）及陳渭賢（16歲），均
報稱為學生。4人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第二十條及第二十
一條，即組織分裂國家及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名，並於昨
日分別被拘留在元朗、田心、馬鞍山及屯門警署。

國安處人員昨開始錄口供
消息指，警方國安處人員昨已開始替他們錄取口供。元
朗區議員巫啟航昨在facebook聲稱，「星火」律師正在設
法協助四人。

據了解，警方國安處在調查和蒐證後，將會根據所掌握
的證據諮詢律政司意見，案件將由律政司專門成立的國家
安全犯罪案件的檢控部門負責把關。
分屬「學生動源」前召集人的鍾翰林及何諾恆，與其他
成員涉嫌組織建立「創制獨立黨」，上周二（21日）在
facebook專頁上發表「創黨宣言」，內容包括「明確主張
香港獨立」、「建立擁有實然主權的香港共和國」，及
「創制獨立黨成立以香港獨立為最終目標」和「不設任何
底線的抗爭模式」，更煽動香港所有「獨立派」行動。警
方國安處在對鍾等人調查後，前日分別在元朗馬田村、沙
田大圍新村及沙角邨等採取拘捕行動。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十條，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
者參與實施以下旨在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行為之一
的，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即屬犯罪：對
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
期徒刑；對積極參加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對其他參加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根據第二十一條，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
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本法第二十條規定的犯罪的，即
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
節較輕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鍾翰林鍾翰林等等44人人 料最快今被檢控料最快今被檢控

■部分前「學動」疑犯被通宵扣留在馬鞍山警署調查。

■馬鞍山警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田心警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得民）
本港相繼有「獨
暴」分子潛逃外
地。香港文匯報記
者收到知情者爆
料，指過往一些甚
為活躍的「港獨」
組織頭目以及攬炒
派成員自知大禍臨頭，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後，不停在
「搭路鋪橋」尋找逃走門路，其中一個目的地就是英
國，而目前身在英國的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前職員鄭文
傑成立新組織協助潛逃的「獨暴」分子落腳。據悉，之
前逃離香港的前「香港獨立職盟」召集人陳家駒、「香
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等人都得該組織的「接待」。
去年在赴內地期間捲入嫖娼事件而被行政拘留的鄭文

傑，獲釋返港後不久離港赴台，再轉往英國，今年6月
獲得英國政治庇護。在獲政治庇護後，鄭開始變得肆無
忌憚，多次公開發言唱衰香港和抹黑中國，日前更高調
宣布成立聲稱是「接收流亡海外港人」的「英國港僑協
會」，為「獨暴」分子「提供支援、重建生活」，並繼
續所謂「國際戰線」。

陳家駒羅冠聰鄭家朗等均受「協助」
在今年6月下旬先後潛逃赴英的「港獨」組織頭目陳家

駒、羅冠聰、鄭家朗等都是接受了該組織的「協助」。
據鄭文傑自己宣稱，該會目前已有數百人參加。
本月初，鄭文傑接受外媒訪問時透露，他正籌劃在海

外的「流亡者」及在英居住的攬炒派支持者成立所謂
「流亡議會」，並宣稱在英方放寬BNO居留權後，可
以吸納到更多海外港人加入，以令「流亡議會」有更大
聲勢云云。
資料顯示，去年8月，時任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職員

的鄭文傑赴內地「出差」，但他在深圳嫖娼被羅湖警方
拘捕，深圳警方以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
法」第六十六條規定，將其行政拘留1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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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傑去年在赴內地期間捲入嫖
娼事件而被行政拘留。 資料圖片

■昨日，香港時間早上五時，劉康貼文表示自
己已潛逃到英國。

■2019年4月，鍾翰林帶同劉康
（右）參加「港獨」聚會。

資料圖片
■2019年8月，劉康（啡袋）以記者
身份參與黑暴活動。 資料圖片

本港昨日單日新增149宗新冠肺炎病
例，145宗為本地感染，兩個數字都再
次創下單日新高。國家衞健委高級別
專家組組長鍾南山日前指出，本港必
須馬上在短時間內進行全民檢測，排
查出隱形傳播者，切斷病毒傳播鏈；
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亦認同，倘未來兩星期疫情持續惡
化，就有必要進行全民病毒檢測。按
照目前隱性感染者遍布社區的情況，
全民檢測恐怕是疫情防控的必然選
擇。特區政府應該及早作出規劃，包
括請求中央支援協助，同時改造本地
大學實驗室增加檢測能力，多管齊下
提升檢測排查能力和效率，為本港進
行全民檢測做好準備。

昨日已是本港新冠肺炎確診個案連
續9日破百，顯示儘管政府收緊防疫措
施已實施10日，但疫情未見緩和。醫
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解釋，疫情之
所以遲遲壓不下去，關鍵是社區存在
大量無病徵的隱形傳播者。根據控疫
比較成功的國家地區的經驗，展開全
民檢測，找出隱形傳播者，截斷傳播
鏈，是控制疫情的不二途徑。但食物
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已經加
強為社區高風險群組進行病毒檢測，
包括安老院舍員工、職業司機、食肆
和街市排檔員工，以及物業保安，會
待這些高危群組篩查有結果後，再決
定是否全民檢測。

鍾南山昨日為本港抗疫「支招」，建
議推行全面免費檢測，盡快找出隱性

患者、盡快隔離；袁國勇強調，擴大
病毒檢測量，以便及早找出隱形傳播鏈
是重要的抗疫措施，如果未來兩星期疫
情持續惡化，香港更加要擴大檢測量，

「香港應該仿效內地，考慮全民做病毒
檢測，並在四日內完成篩查。」專家的建
議是有充分科學依據的。因為本港沒有
實施禁足令，更沒有「全面封城」，市民
仍有一定程度的交往接觸，因此全民檢
測必須在短時間內完成，否則時間拖延
得越長，已完成檢測的人仍然可能被沒
有檢測的隱形傳播者傳染，疫情因而惡
性循環，不斷惡化。

在短時間內進行全面免費病毒檢
測，是不能再迴避的防疫抗疫手段。
本港沒有足夠的檢測能力，根本做不
到全面免費檢測，但不能因此就拒絕
嘗試解決問題、提升檢測能力。第一
是應該毫不猶豫地請求中央支援，中
聯辦日前明確表示，中央政府將隨時
應特區政府請求提供一切防疫支持。
內地很多省市擁有專業的檢測團隊，
哪裏有疫情他們就到哪裏支援，可以
提供高效檢測，放着這樣的強大資源
不用，實屬不智。第二，本港大學有
多個從事分子生物研究的實驗室和相
應的檢測人員，只要稍作轉型就能馬
上投入病毒檢測服務。危機當頭，政
府不該再觀望遲疑，應該聽從專家的
科學建議，馬上從提升檢測能力、制
定實施方案和細節等方面手，作出
全面免費檢測的規劃，以免錯失時
機，令本港疫情難以收拾。

全民檢測應提上日程盡快規劃
立法會選舉提名期今日結束，已報名參選的黃之

鋒、郭榮鏗等12人昨日被裁定提名無效。選舉主任
的決定合憲合法，以案例釐清參選立法會的法律紅
線和基本條件，法理清晰、根據參選人的實際言行
作出準確判斷，阻止反中亂港的無良之輩蒙混「入
閘」，確保立法會選舉合憲合法、公正誠實地進行，
根本不存在所謂政治審查、剝奪參選權的問題。特
區政府表明全力支援選舉主任依法行使法定職能，
不容忍針對選舉主任的羞辱或恫嚇，展示政府有承
擔、敢作為，堅定維護本港的憲制秩序及立法會選
舉的合法性、嚴肅性，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40（1）（b）（i）條，
立法會選舉參選人須聲明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這是參選人提名是否有效
的核心問題和基本要求。昨日特區政府發表支持選
舉主任的聲明，列出判斷參選人並非真誠擁護基本
法的五大理由，包括支持「港獨」及以「民主自
決」或支持「港獨」作為自決前途選項、尋求外國
干預香港事務、原則上反對香港國安法等。這五大
理由，令參選立法會者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
的法律和憲制要求更清晰具體。此次被取消參選資
格的12人，正正違反了五大理由的其中一項或多項
要求，明顯違背《立法會條例》，因此被判定不可
能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選舉主任按照基本法，
嚴格執行《立法會條例》，為參選立法會的資格劃
下明確的執行紅線。

此次被決定提名無效的人，在日前回覆選舉主任
的查詢時忽然「轉軚」，空洞而言不由衷辯稱擁護
基本法，連黃之鋒都大言不慚聲稱「自己無能力、
亦無意圖借助外國力量對中國、香港施壓，亦從未
借助外國力量於本地從事政治活動」。這些巧言令
色的立場宣示，毫無誠意和基本的政治誠信，只是
企圖以虛假陳述騙取參選資格。若讓這些人參選，

勢必損害立法會選舉的公平、公正、誠實。
選舉主任並無輕信這些「語言偽術」，而是根據

他們的過往言行、參加過的組織，準確判斷他們是
否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選舉主任特別引用
原訟法庭就陳浩天案的判辭指出，在《立法會條
例》第 40 條（1）（b）（i）的聲明要求下擁護基
本法的意圖，並非僅僅為遵守基本法，而更需支
持、推廣及信奉基本法。這意味參選人必須在實
際行動中，實質體現真心實意地擁護基本法、效忠
香港特區。此次被決定提名無效的參選人，或公然
鼓吹「港獨」「自決」；或乞求外部勢力制裁香
港；或宣稱當選後將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政府；
或反對香港國安法，其實際言行均突破法律底線，
更不可能真正「支持、推廣及尊奉基本法」，被拒
諸參選立法會門外，根本是鐵證如山、不容抵賴。

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立法機關選舉，若參選人揚言
要求外國制裁本地政府，以癱瘓政府、顛覆政權為
參選目標，要取得參選資格，完全是天方夜譚。選
舉主任DQ圖謀毀掉「一國兩制」、「攬炒香港」
的人，符合國際慣例，切實維護政治倫理和港人利
益，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法治穩定。將此次合憲合
法、合情合理的決定形容為「政治審查、剝奪政治
權利」，顛倒是非，不值一駁。

香港國安法落實不久，今年本港立法會選舉備受
關注。選舉主任依法DQ黃之鋒等12名攬炒派參選
人，決定堅決果斷、大快人心；特區政府迅即表明
全力支持選舉主任依法行使法定職能，不容忍任何
針對選舉主任的羞辱或恫嚇，表明個人資料私隱專
員公署、警方等執法部門會跟進有關的惡意行為。
特區政府無懼外部勢力壓力，堅守法治原則，支持
選舉主任盡職盡責為立法會選舉把好關，保障立法
會選舉在「一國兩制」、合憲合法的正軌順利進
行，值得全社會充分肯定和堅定支持。

明確參選法律紅線 確保選舉公正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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