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為包庇黑暴，同時力爭攬炒派中人支持他們延任，民主黨立法會議

員可謂出盡渾身解數。該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昨日聲言，攬炒派議員

「留守議會」將力阻建制派引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

修例風波的資金來源。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坊間有不少傳聞指修例風波有幕後金主資助，林卓廷的言論令人

懷疑是要傾全力保護金主的身份，又形容林卓廷的說法也令調查方向

變得清晰，即資金來源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針對在修例風波期間，黑暴分子可以
「生活無憂」、四處破壞，被質疑是

獲得來歷不明資金的支持，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在去年11月動議引用《立法會
（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
查修例風波，並已獲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批
准。
議案指出，修例風波期間，示威及騷亂
愈演愈烈，以致香港的法治、社會秩
序、民生及經濟受到嚴重影響，暴力事
件不斷升級，絕大部分市民希望社會盡
快回復平靜。因此，她動議引用《立法
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專責委
員會調查騷亂的前因後果、是否有外部
勢力干預，以及資金及物資來源，尋找

引起騷亂的深層次矛盾，並就如何讓社
會復和作出建議。
林卓廷昨日在接受網台訪問時就聲稱，

倘攬炒派拒絕延任，將無力阻擋建制派調
查修例風波的資金來源工作。屆時，攬炒
派會被公審及清算，但如議員留在議會
內，則能「裏應外合」，以時間換取空
間，引起國際社會「注意」，並繼續推動
議會抗爭云云。

梁美芬：疑涉金主背後操控
梁美芬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自己最初提出
動議，是因應攬炒派先求調查警方處理修例
風波的手法，相信市民同時希望知道今次事
件的全貌，遂提出將調查範圍擴大。林卓廷

現在百般阻撓，顯示攬炒派不想議會調查
資金來源，更證明有關資金可能「唔見得
光」，更涉及幕後金主在背後操控，否則
林卓廷不會如此緊張。

葛珮帆冀執法部門調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林卓廷

的理由令人啼笑皆非。在修例風波期間，
攬炒派自稱「無大台」，但現在林卓廷就對
調查顯得如此緊張，甘冒被其他攬炒派指責
貪戀延任議席，也要傾力阻撓議員調查暴亂
資金來源，證明有關資金有很多不可告人的
秘密。
她直言，就算攬炒派成功阻撓，令議會無
法就修例風波期間的資金來源展開調查，但

香港還有警方、國安部門。既然林已給了線
索，有關方面應該立即採取行動。

郭偉强料金主為黑暴要角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亦認為，林卓廷

對調查的反應如此強烈，顯然是無私顯見
私，令人懷疑他要保護幕後金主，並相信該

名金主在修例風波連串暴動期間，扮演很重
要的角色，且牽連的範圍也很廣，未知是否
涉及外部勢力。
他認為，由於事件涉及的層面相當複雜，

原本對調查方向尚無頭緒，但既然攬炒派對
資金來源如此緊張，若立法會順利展開調
查，就應先從資金來源入手。

■郭卓堅展示所謂證據，原來只係打
印地圖加上手繪標記，被網民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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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卓堅得把口講 誣公安越境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派在區議

會大肆政治炒作，連為街道命名也要包裝成攬
炒文宣。昨日，屯門區議會財務、行政及宣傳
委員會討論該區三條道路名稱。地政總署建議
將其中兩條街命名為「浩和街」及「浩逸
街」，惟攬炒派區議員主張改為所謂的「光復
街」及「時代街」，最終則通過「浩光街」及
「浩榮街」，暗藏「港獨」分子的「榮光」口
號，企圖以此博大霧過關。

滲違法口號博大霧
屯門區議會財務、行政及宣傳委員會昨日

討論預計於10月開通的屯門至赤鱲角連接
路，以及兩條連接隧道的街道的命名。有關
街道命名原本建議的「屯門赤鱲角隧道公
路」、「浩和街」及「浩逸街」均已獲得大
部分部門的接納，若屯門區議會及離島區議
會均接納，地政總署就可依法在憲報刊登公
告，對該街道命名作出宣布。
不過，攬炒派就乘機加入自己政治主張。

雖然政府已指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
口號違法。「屯門社區網絡」的潘智鍵依然
主張將街名改為「光復街」及「時代街」還
狡稱屯門居民過往到機場需要一小時車程，
公路落成後縮減至20分鐘，「係光復咗屯門
同離島之間嘅交通，為屯門交通帶嚟一個新
時代」云云。
民主黨的馬旗建議命名為「光復路」及
「榮歸路」；「匯政衞言」何國豪則建議命
名為「浩光街」及「浩榮街」，聲稱這有
「時代的感覺」。最終，「浩光街」及「浩
榮街」獲投票通過。
不少攬炒派網民支持有關命名，但網民

「King Yip Wong」就質疑︰「點會叫『浩
光』街㗎，『耗光』香港啲儲備？」「俞河
祥」則揶揄︰「泛暴人生路。」
據悉，街道命名最終會由地政總署署長作決

定，而決定前會諮詢民政總署和市民等意見。

攬炒區員「獨」上腦
炒作文宣改新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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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力阻查黑金 民主黨顯心虛
林卓廷力挽「同道」延任「抗爭」建制：更證資金「唔見得光」

婚攝助理偷拍警夫婦 起底威嚇「性侵警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煽暴仇警分
子針對警務人員的起底和滋擾無所不用其
極，去年多次煽動暴徒到警員婚禮場地「踩
場」叫口號，甚至在門外擺紙紮公仔及撒溪
錢。警方再揭發一名從事攝影助理的公開大
學男生，於今年6月趁跟隨攝影團隊拍攝警員
婚宴時，暗中偷拍新人照片，並一併將警員
的個人資料上載討論區，更恐嚇會性侵警
嫂。警方經連月調查，昨日以涉嫌「披露未
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得的個人資料」及
「刑事恐嚇」罪拘捕涉案攝影助理。
被捕男子姓楊（25歲），就讀公開大學，
同時兼職做攝影助理。案發於今年6月7日，
一名男警與女友在尖沙咀一間酒店舉行婚
宴，並聘請攝影團隊拍攝婚宴。當婚禮結束

後，一對新人從親友口中得知，他們有兩張
婚禮照片被人上載至互聯網討論區，相片更
附有新郎姓名、身份證號碼、警員編號及駐
守崗位等資料，同時威嚇要性侵犯新娘。事
主感到驚恐報警求助，案件交由西九龍總區
重案組跟進。

疑借工作便利攞料犯案
重案組探員隨即展開調查，包括到婚禮現

場視察環境、檢視閉路電視記錄及網上偵
查，鎖定當日婚禮上一名攝影助理與案有
關，懷疑他借工作便利得知警員資料，再在
婚禮期間用自己手提電話偷拍，然後將相
片、個人資料及一些侮辱性說話上載至互聯
網討論區。重案組探員昨日在黃大仙區拘捕

該名婚攝助理，並檢獲電腦及犯案時衣着等
證物作進一步調查。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周振才表示，自

去年6月開始，有警員個人資料被非法上載網
上發布，包括警員家人資料，導致他們受到
不同程度的滋擾甚至恐嚇。他強調，去年10
月高等法院已頒下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
非法及或故意披露警員及其家屬個人資料，
令到他們受到滋擾或恐嚇，違者有機會干犯
「藐視法庭」，有關臨時禁制令至今仍然生
效。
警方重申，絕不會姑息這些非法及惡意的
行為，並提醒網絡世界並非無法可依，如果
有人在網上作出違法行為，有可能干犯相關
法例，希望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2名
「獨暴」分子早前潛逃離港，並於內地
海域被廣東海警截獲。有 「長洲覆核
王」之稱的郭卓堅日前引述一「蝦艇船
家」聲稱，在事發時目擊公安「越境擄
走」該12人。民主黨林卓廷昨日即
稱，「有理由」要求內地有關部門放
人。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郭卓堅及
林卓廷為食人血饅頭，不惜造謠抹黑。
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更強調，漁民
都相當愛國，要求攬炒派別再拿漁民作
其「故事」的主角。
郭卓堅日前舉行記者會，聲稱有
「蝦艇船家」向他稱，在事發時目擊公
安「越境擄走」該12名逃犯，更有
「照片」為證。結果，所謂「照片」只
是一幅手繪地圖的照片。
他引述該名不願意透露姓名、拒絕
現身見記者的「蝦艇船家」稱，該12
人的船「一直在果洲群島以南、香港海
域內」。當廣東海警拘捕有關人等時，
他「當時以為是普通走私案，所以未加
留意」，到回港後看見大量新聞報道才
知道涉及12人被拘的事件。

林卓廷抽水促「放人」
儘管得郭卓堅把口講、冇證冇據，
但林卓廷昨日在出席網台節目後就煞有
介事地稱，倘「目擊證人」擔心安危，
可以在「身份不曝光」的情況下站出來
說出事發經過，倘一旦「證實」港人是
在香港水域被內地海警拘捕，就更有理
由要求內地有關部門「放人」。
職工盟屬會、航海交通服務業職工
會亦乘機抽水，要求海事處公開船隻航
行監察服務系統在事發時的雷達畫面，
解釋被指非法越境的船隻之真實海上位
置，引證廣東海警有否「跨境執法」，

並稱此舉同時可以釋除廣大市民的疑
慮，及「保障本地海上從業員及乘客的
安全」。

何俊賢質疑借漁民作「故仔」
何俊賢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香港

水域內目前約有2,000艘小船作業，倘
真的有內地執法人員「越境」，理應很
多漁民見到事發經過。同時，早於2012
年，蝦艇已不能在香港水域作業，只有
回航才會在香港水域出現，希望郭卓堅
及林卓廷在作故仔前應先看一看法例。
他強調，香港的漁民子弟相當愛

國，希望攬炒派不要再以漁民作為「故
仔」的主角，並狠批郭林兩人大話連
篇，並奉勸早前聲言正「營救」該12
名逃犯的林卓廷，應先「找數」而不要
亂開空頭支票。

馬逢國責妖魔化內地部門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議員馬逢國表示，攬炒派在作出指控前
應先交代，為何12名聲稱不相識的人
會在同一艘艇上，並強調內地公安一直
依法辦事，香港攬炒派不要繼續作出毫
無根據的指控，試圖妖魔化內地的執法
部門。

陸頌雄諷鴿黨抹黑有前科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相信林卓廷是

為了找理由說服「抗爭派」讓他延任，
遂出盡渾身解數圖增加支持度。事實
上，民主黨已非首次抹黑內地執法部門，
最經典是其黨友林子健涉訛稱在旺角被內
地的「強力部門」「迷暈擄走」、「禁
錮」及用釘書機「釘大髀施虐」。當時，
林卓廷陪同對方開記者會更發言力撐。此
事後，民主黨人的誠信已經破產。

攬炒派成日都吹水
唔抹嘴，散播抹黑特區
政府以至中央政府的不
實訊息。早前，12名
「獨暴」分子潛逃離

港，結果喺內地海域俾廣東海警截
獲，全世界「黃絲」都吵吵嚷嚷話要
「救」12名逃犯。「長洲覆核王」郭
卓堅近日向媒體聲稱，話有「照片」
證明12名逃犯嘅「真實被捕位置」，
結果張「照片」係一張手畫「紅×」
標記嘅打印地圖，令人當場呆咗。咁
都算啦，更有趣嘅係佢稱消息來自所
謂現場目擊過程嘅蝦艇艇家，又話喺
長洲食早餐時偶遇佢並將事告之，加
上佢話個艇家爆完料就會潛逃搬遷，
真係巧合到笑大人個口，唔怪得網民
不斷恥笑。
郭卓堅在未向媒體爆料前，就曾經喺

facebook發帖稱有蝦艇艇家話佢知當時

載着12名逃犯的偷渡船停喺「香港海域
約北緯20。18'35.4''」，並附上一張打印
地圖，喺接近蒲台島嘅地方被畫上「*」
標記。他當時又妄想症發作地稱「如不
幸我被害，請留此圖救人要」。

話證人爆料後即潛逃
攬炒派不愧係攬炒派，成日都係今

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15日會見傳媒
時，郭卓堅又推翻之前嘅自己，話早
前張圖係蝦艇艇家唔識坐標搞錯。呢
樣都算啦，最惡頂都係佢繼續攞張手
畫「紅×」標記嘅打印地圖洋洋灑灑
地老作，話消息來自所謂現場目擊過
程嘅蝦艇艇家，喺長洲食早餐時偶遇
佢並將事告之，又稱當時艇家自己艘
船比偷渡船更出，所以若偷渡船越
境，艇家應該都係越咗境。
更離奇嘅係郭卓堅話艇家送咗一啲

蝦畀佢之後就打算潛逃搬遷，唔肯曝
光，其實連所謂證人都潛水，郭卓堅
拎住張地圖想點講都得㗎啦。
郭卓堅呢件咁樣衰嘅事令網民都不斷

喺唔同社交平台度恥笑佢。「pop子」
就質問：「求其畫張圖就當係？」「6
帽王何家成」質疑件事嘅真確性，「佢
話係就係咩，求其print幅地圖就話
係，我話佢老×上×咗宇宙都得啦！」
「TK Lam」揶揄，「橫掂都係自己
用筆劃（畫）個位置出來，又唔係用
GPS記錄，不如索性劃（畫）到入維
港，直頭話係西灣河水警基地附近俾公安
夾走，但香港水警唔理，仲向大陸公安敬
禮，好似831打死人咁煲大佢，實有好多
『黃絲』信，有無得諗？」；「Alex
Wong 」直言「實有人信」，「只要×
噏，就有白痴（癡）信，包括寫呢段嘢出
嚟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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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卓廷聲言「留守議會」，力阻調查修
例風波的資金來源。 資料圖片

■建制派議員表示，坊間有傳聞指修例風波有幕後金主資助，而林卓廷的言論更令人懷疑
是要傾全力保護金主的身份。 資料圖片

■警方展示涉案證物。圖右為周振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