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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去年10月1日無視警方反對，在港島發起非法遊

行，演變成黑暴肆虐全港打砸燒。今年「十一」前煽暴文

宣又蠢蠢欲動，揚言反對香港國安法、健康碼及聲援被內

地扣查的12名偷渡黑暴「港獨」分子，謀劃於10月1日重

演去年的黑暴亂港，有人在Telegram煽動「各區開花」，

而每次都為黑暴搭棚鋪路的「民陣」也與煽暴派「大合

唱」，昨日聲稱打算在當日舉辦港島區遊行。警方指正密

切注視網上文宣，並全面搜集情報，當日會調派3,000警

力按需要作出合理部署，對任何違法行為果斷快速執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港聞部
政情記者
職責：
—負責各項採訪、撰稿、翻譯、拍照及資料搜集等工作
—需不定時工作及輪休
職位要求：
—大專以上學歷、經驗不拘，有人脈更佳
—對政治新聞有興趣
—中英文寫作流暢，普通話良好
—積極主動、處事細心、富責任感、具合作精神及新聞觸覺、能
獨立處理採訪工作

—懂中文輸入法及每分鐘不少於30字

民生靜態
記者
職責：
—採訪日常新聞，建立人脈網絡，經營專題新聞
職位要求：
—大專以上學歷；書寫及溝通能力佳；對新聞有熱誠；有工作採
訪經驗優先

資深記者
職責：
—部署日常新聞，發掘獨家新聞，並就熱門新聞事件進行深度報
道

職位要求：
—大專以上學歷；3至5年工作經驗；有豐富的新聞人脈網絡；書
寫及溝通能力極佳

突發外勤記者
職責：
—前線採訪，發掘獨家新聞
職位要求：
—中五至大專學歷；擁有駕駛執照；對新聞有熱誠；有3至5年採
訪經驗

突發寫手
職責：
—部署日常新聞，發掘獨家新聞，並就熱門新聞進行深度報道
職位要求：
—大專以上學歷；書寫及溝通能力佳；有豐富的新聞人脈網絡

教育記者兼編輯
職責：
—負責各項採訪、撰稿、翻譯、拍照及資料搜集等工作，亦要兼
顧編務

—需不定時工作及輪休
職位要求：
—大專以上學歷、經驗不拘
—對教育新聞有興趣

—中英文寫作流暢，普通話良好
—積極主動、處事細心、富責任感、具合作精神及新聞觸覺、能
獨立處理採訪工作

—懂中文輸入法及每分鐘不少於30字

港聞編輯
職責：
—負責文匯報港聞版面編輯
—負責稿件及圖片內容校對
—負責稿件及圖片內容編輯
—根據工作需要撰寫標題及設計版面
職位要求：
—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新聞、中文或編輯出版專業優先；在新
聞判斷、編輯等方面能力較強

—有紙媒工作經驗者較佳
—思路敏捷，知識豐富，邏輯思維能力強，具優秀文字功底
—具有良好的從業操守和職業道德，責任心強，有良好的團隊合
作能力，善於溝通

—熟悉港聞新聞編輯流程和規律，對香港時事有充分的認識和理
解

—熟練認讀繁體字，能夠承擔高強度的工作壓力，接受夜班
—能運用粵語溝通，識聽識講

中國新聞部
高級編輯
職位描述：

—參與策劃、編輯部門的專題、重大即日新聞策劃和新聞編輯工
作

職位要求：

—有紙媒編輯3至5年以上經驗，對內地時政、經濟、民生新聞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具有較好的文字功底、版面基礎，並有一
定的選題策劃能力

專職寫手
職位描述：

—協助綜合、改寫稿件，參與採寫部門的部分專題選題
職位要求：

—具有良好的中文功底，以有記者從業經驗者為佳，對內地時
政、經濟、民生新聞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並有一定的觀
察力

國際新聞部
編輯兼翻譯
職位要求：

—中英文良好

—主修或曾從事翻譯工作優先

—熟練電腦操作及中文輸入法

副刊部
記者
職位要求：
—大專以上學歷
—對採訪娛樂、時尚、藝術新聞有興趣，勤奮耐勞，願意不定時
工作

—熟悉攝影(包括拍照、拍片、剪片操作)

財經新聞部
記者
工作職責：
—負責各類財經新聞採訪、撰稿、翻譯、拍照，尤其專題採寫
—需要「即採即發」工作；
—需要獨自發掘各類獨家消息、獨特題材及獨有的內容
職位要求：
—大學本科或以上學歷
—懂兩文三語（普通話、廣東話、英語）
—具備良好的中文寫作能力
—修讀新聞、經濟、金融專業優先
—具有全媒體、新媒體工作經驗者優先
—積極主動、富責任感、具合作精神，能獨立處理採寫工作

校對室
美術編輯
職位要求：
—大專或以上學歷
—懂Photoshop、Illustration、Indesign等電腦排版軟件，有較高
的版式設計能力

—具報紙/雜誌的版面設計經驗者優先
—可夜間工作，具有責任心及創新能力

校對員
職位要求：
—負責版面校對工作
—大專或以上學歷，中英文良好
—懂基本電腦操作及中文輸入法
—需夜班工作
—有相關工作經驗優先

有意應徵者請提供個人簡歷，發送至電郵hrd@tkww.com.hk
郵件標題註明應聘職位， 合即約見。
#申請者所提供資料將予保密及只用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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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警力防攬炒十一「各區開花」
煽暴文宣謀重演黑暴亂港「民陣」同流合污「大合唱」

劣跡斑斑的「民陣」昨日在社交平台公布，計劃
發起「十一大遊行」，聲稱正向警方申請不反

對通知書，擬10月1日下午2時由銅鑼灣東角道遊行
至中環遮打道行人專用區，揚言遊行主題是所謂「五
大訴求、缺一不可」，以及要求釋放因潛逃而被內地
依法刑拘的12名「手足」，同時「民陣」又設立被
捕法律支援熱線，預先叫人填寫個人資料，擺到明煽
人「送頭」並「預期」有事發生。
事實上，「民陣」在去年6月9日、6月12日、7月

1日及10月1日等日子舉辦的8次遊行集會，在途中
或結束後都演變成暴力事件，暴徒四處堵路、擲汽油
彈，以鋼珠、磚頭、長矛、鐵通及各類自製武器，大
規模破壞公物，破壞社會安寧及令他人受傷。

去年遊行鬧事無縫銜接
不過，「民陣」去年申請10月1日港島遊行，雖遭
警方和公眾遊行及集會上訴委員會反對，但其後由攬

炒政棍李卓人、何俊仁、梁國雄及「民陣」副召集人
陳皓桓承接，結果與暴徒「六區開花」無縫銜接，演
變成全港多區暴亂，其中荃灣區淪為黑暴重災區，有
警員更被群暴圍攻被迫開槍。近日有煽暴文宣乘機在
Telegram頻道煽動在今年10月1日，以荃灣大河道
為集結點，為中槍「健仔」復仇，「追究」去年10
月1日警員向黑衣暴徒曾志健開槍。
也有煽暴文宣煽動10月1日在九龍區上街遊行，

反對政府推行健康碼和實施香港國安法，以及要求
釋放偷渡的12名暴徒，並揚言正申請不反對通知
書。也有人在煽暴TG頻道煽動需要大量「手足」
參加10月1日遊行，要「足夠人數」引起國際關
注，當中有關「火魔」、教人製造汽油彈及投擲方
法的「勇武天書」再現煽暴群組。
據了解，警方已獲悉網上的煽暴訊息，正密切留

意事態的變化，至少預備3,000警力於當日部署在全
港，必要時會調配後備力量增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攬炒派去年10月13日
發起所謂的「18區開花」
行動，於全港商場進行滋擾
及罷買，多間商戶遭到暴徒
搗亂及「裝修」破壞，7人
包括6名學生當日衝入「優
品360」位於葵芳新都會廣
場的分店破壞，當場被便衣
警員制服。
事隔近一年，7人被起訴

一項刑事毀壞罪昨在西九龍
裁判法院提堂。各人暫毋須
答辯，獲准保釋至11月17
日再訊，其間不得離港及禁
足涉案商場。
7名被告分別為女學生陳

佩瑩（17 歲）、曾梓嫣
（17 歲）、黃曼斯（18
歲）和姓陳（15 歲）學
生，男學生林天樂（17
歲）和姓李男子（14歲）
以及無業漢鄒昇華（54
歲）。各人被控於去年10
月13日在葵芳新都會廣場5
樓的優品360內，無合法辯
解的情況下與一名不知名者
一起，而損壞屬於彩鷗國際
有限公司的財產，意圖損壞
該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是否會
被損壞。
辯方申請押後答辯，以待

索取控方文件及提供法律意
見。
控方不反對各人以原有的

2,000元現金繼續保釋，但要求他們
不得離港、每星期向警署報到及不得
接觸控方證人等條件。主任裁判官羅
德泉主動詢問是否需禁止被告踏足涉
案商場，控方同意。
據資料顯示，去年10月13日，警

方葵青警區刑事部人員根據情報，派
便衣人員在港鐵葵芳站一帶進行巡
邏，其間發現有10至15名身穿黑衣
的人士，他們戴上口罩及面罩，在葵
涌廣場一帶聚集。
便衣警員尾隨黑衣人至新都會廣

場，發現他們到正在營業的優品360
大肆破壞，將貨架及貨物推倒，警員
採取行動截停3男4女，以刑事毀壞
罪名將他們拘捕。當時店舖內有店
員，幸無人受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政府為支
援受疫情嚴重影響行業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
計劃，第三度揭發有人詐騙資助。警方根據
防疫抗疫基金秘書處舉報，連日突擊搜查全
港多個目標地點共拘捕9人，涉嫌以虛假資
料及文件企圖以經營零售業、美容院、按摩
院及派對房間等名義，申請20項一次性資
助，涉案金額約126萬元。
被捕9人包括6男3女，年齡介乎24歲至

63歲，大部分為無業人士或報稱商人，全部
為防疫抗疫基金計劃的申請人及相關業務負
責人，分別涉嫌「詐騙」及「企圖詐騙」罪
名。警方早前接獲防疫抗疫基金秘書處報案
指，懷疑有人利用虛假資料及文件，訛稱其
商業地址有從事合資格業務，意圖騙取防疫
基金發放的一次性資助，共涉20宗申請個
案，包括7宗零售業，其餘13宗為美容院、
按摩院及派對房間資助計劃申請，合共涉款

126萬元，每宗申請金額由3萬元至10萬元
不等。

住宅充公司 同地址申多一行業資助
港島總區重案組調查發現，20宗可疑個案

的申請人，主要是使用一些虛假證明文件及
資料，訛稱有營運相關合資格業務而申請資
助，但實質並無相關合資格業務，當中佔一
半個案的申請地址是虛報，更有人涉以一個
地址同時申請多項不同行業的資助，甚至有
申請的公司地址只是住宅，根本無從事任何
業務；其中一宗案件申請人，利用住宅單位
申請派對房間資助計劃，但因本身無派對房
間，遂從互聯網下載派對房間圖片，訛稱是
其派對房間照片企圖騙取資助。早前秘書處
在審查時發現可疑個案後，已即時拒絕申
請，但有部分詐騙申請獲批出資助。
重案組探員由前日起，連日突擊搜查全港

多個目標地點，共拘捕9
人，檢獲大批商業文件、
電話、電腦、銀行記錄、
經改動商業營運照片或商
業登記等證物，全部帶署
作進一步檢查，警方不排
除有更多人被捕。
港島總區重案組第二隊

總督察許康傑表示，防疫
抗疫基金是為受疫情影響
的相關行業提供財政支
援，對有不法之徒意圖騙
取資助，警方予以強烈譴
責，並會就每宗可疑資助
申請展開深入調查，務求
將所有犯案者繩之以法。他重申，利用欺騙
手段申請資助，不論成功通過批核與否，均
涉「詐騙」罪，最高可判入獄14年；另在

申請過程中，若涉及利用虛假文件申請，涉
嫌「虛假文書」罪，最高可被判入獄14
年。

9人疑呃防疫基金 申20資助涉款12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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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展示所檢獲電腦、銀行記錄、經改動商業營運照片或商
業登記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