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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軒朗
九龍城區議員

籌款時間▶今年8月至今

籌款目的▶選舉呈請答辯

籌得款項▶約13萬港元

款項去向▶ 宣稱已取11萬元用作
法律費用

許智峯
立法會議員兼區議員

籌款時間▶ 2019年12月起

籌款目的▶起訴警方

籌得款項▶約350萬港元

款項去向 ▶ 被撤銷檢控後未
有再交代

陳志全
前立法會議員

籌款時間▶今年5月

籌款目的▶私人檢控

籌得款項▶約110萬港元

款項去向▶已提檢控但未交代
具體款項用途

林卓廷、尹兆堅
立法會議員兼區議員

籌款時間▶今年6月至今

籌款目的▶私人檢控

籌得款項▶約26萬港元（截稿前）

款項去向▶未有交代

戴耀廷
攬炒派初選發起人

籌款時間▶今年7月起

籌款目的▶「初選」費用

籌得款項▶超過350萬港元

款項去向 ▶ 宣稱用於「初選」營運，
但未有公布細節

近期部分攬炒派政近期部分攬炒派政棍棍
籌款去向籌款去向

王百羽
元朗區議員

籌款時間▶不詳

籌款目的▶選舉開支

籌得款項▶ 450萬港元（由創作公司捐贈）

款項去向 ▶ 聲稱用於多項高額選
舉開支

仇栩欣
東區區議員

籌款時間▶今年9月至今

籌款目的▶私人檢控警方

籌得款項▶約67萬港元（截稿前）

款項去向 ▶ 宣稱會作出檢控但未
有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齊正之

在每次黑暴活動中，幾乎都可見

到攬炒派區議員身影。這班熱衷於炒

作政治議題、只會在所謂「抗爭」現場

曝光的政棍，一直懶理區內事務。香港文匯報

記者日前接獲元朗街坊投訴，指在立法會選舉

期間獲得巨額捐款並「豪花」參選經費的攬炒

派元朗區議員王百羽，上任雖已十個多月，其

辦事處卻至今仍未開張。記者連日到仍在裝修

中的王百羽辦事處外觀察，發現他每周只擺一

次街站，然後「打卡」上載到社交平台就當作

已「服務社區」。區內其他一些攬炒派同黨，

包括「天水連線」幾名區議員，則經常在區內

搞政治活動，更涉嫌煽動市民參與黑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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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區員狂吸金
懶理區務煽獨暴

王百羽議辦10個月未開張 擺街站疑用助理扮街坊

「過去一年
雖然艱難，但
我仍然不會氣
餒，唯有做好

自己，相信街坊的眼睛可以
明辨是非。」經民聯社區幹
事陳國偉在石硤尾服務社區
多年，去年失落區會議席
後，仍堅持毋忘初心盡心為
街坊服務，就算今年以來面
對疫情的種種困難情況亦堅
持信念。他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訪問時仍表示相信做
好自己，社區的街坊們總會
理解。

疫情肆虐堅持服務居民
今年以來本港飽受疫情肆

虐，區議會本是最貼近社
區、服務街坊的地區機構，
惟攬炒派在把持議會後卻懶
理社區民生事務。這一點，
多年深入服務深水埗石硤尾
街坊的陳國偉看得最清楚。
由區議員變回社區幹事的

身份，陳國偉坦言做社區服
務的確有比以前不方便，唯
有當作一次人生的考驗，好
讓他重整心情，拾回初心堅
持不懈為街坊服務。
被問到近月有關疫情下的

社區工作安排時，陳國偉表
示，雖然疫情下有很多不方
便，但自己會如常站在最前
線，堅持為街坊提供服務，
並沒有因疫情而疏懶。有見
流感季節將至，加上疫情未
來有回升的可能，居民對流
感針的需求估計會增加，於
是亦急增設注射流感疫苗的
場次，將居民健康放在第一
位。

街坊：絕不再選攬炒派
居住石硤尾邨多年的街坊羅先生向

記者直言，攬炒派議員在社區服務上
都是馬虎了事，終日不見人影，連辦事
處都經常不辦公，「佢哋總係以疫情
為由，聲稱辦事處只提供『有限度服
務』，好幾次我要搵區議員都食閉門
羮。」
羅先生指，攬炒派議員所謂的社區服

務只係當作「交差」或者「打卡」，最
後不少當區居民都寧願去位置稍遠的陳
國偉的辦事處報名打流感針，「終於睇
清楚攬炒派嘅真面目，下次我一定號召
街坊唔好選呢班搞壞香港嘅攬炒派。」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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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成員陳國偉（右）服務深水
埗多年，在疫情期間堅持為居民服
務。 資料圖片

▲王百羽王百羽((紅圈紅圈))與一眾攬炒派與一眾攬炒派
頭目頭目99月月66日出現在黑暴活動日出現在黑暴活動
現場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多名天恆選區的街坊最近向香港文匯
報反映，自今年以來，他們幾乎從

未見過新上任的區議員，甚至連其名字也
不清楚，質疑該新議員有否進行地區工
作。香港文匯報記者其後到天恆邨觀察，
發現位於恆麗樓地下的王百羽辦事處仍在
裝修，而他每周只會在周五擺一次約兩三
小時的街站。

每周僅擺1日街站「打卡」
有街坊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只是在去年
選舉時見王百羽較多，但當選上任後一直不
見其辦事處開張。至於王所宣稱的「流動辦
事處」也似乎只是用來「打卡」（拍照片宣
傳）之用，因此，許多街坊有事情時都一如
以往去找陸頌雄議員幫忙。
昨日（16日）傍晚，是王百羽每周一次
擺街站時間。街站時間由下午5時至下午8
時，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觀察，街站位置設
在仍在裝修中的辦事處外，雖然每周只擺一
次，但王百羽竟也遲到，只見他與兩名助理
分別到場才施施然至5時30分開檔。

正式開站後，一名疑似助理的白衫青年一
直坐在王百羽對面閒聊或低頭看手機，似乎
完全沒有服務街坊的意思。即使有街坊靠
近，也以為王百羽正在與街坊見面而不想打
擾。記者所見，在兩個多小時的時間內，只
有二三個街坊路過時向王打招呼或停步聊了
幾句，服務人數幾乎為零。
記者查看王百羽的fb，發現他在5時許

就上載一張街站相，相中一名疑似助理的
白衣男坐在他對面。有街坊看後直言，
「可能根本冇街坊搵佢，唯有用助理扮街
坊囉。」王則在fb留言稱，電力公司在月
底才來辦事處駁電，暗示辦事處在本月還
不能開張。
香港文匯報記者事後訪問數名區內街坊，

他們均表示完全不知道有所謂的流動街站，
並指王百羽的街站位置偏僻，「好少人會經
過該位置，擺明無心做事，只掛住打卡。」
有街坊更批評王只在fb宣傳，完全無視年長
街坊不會上網的情況，「無心做社區就畀返
個位人啦。」
據王百羽派發的工作報告，大部分內容都

與「攬炒」活動有關，包括支持「國際聯
署」及抹黑警察等，絲毫沒有服務街坊或參
與居民大會的內容。資料顯示，近月幾次在
港九等區發生黑暴活動時，王百羽都有在現
場出現，包括5月24日及9月6日與多名「攬
炒派」分子以黑衣打扮出現。

每有黑暴騷亂多在現場
自稱「坦克車」的王百羽是前「本民青」
骨幹成員，與「港獨」分子梁天琦及梁頌恆
熟絡。「雙梁」沒落後，王百羽轉為與「港
獨」組織、「學生動源」頭目鍾翰林合作，
經常在各區擺「港獨」街站。在去年修例風
波後，他加入戴耀廷的「風雲計劃」，參選
天恆選區。
與王百羽同屬「攬炒派」、活躍在元朗

的「天水連線」區議員林進及伍健偉等，
則把社區及辦事處當成「攬炒」大本
營，經常在區內煽動市民參與黑暴，更
舉辦「特訓班」招攬區內學生加入「小
隊」，甚至在區內播「獨」歌，散播「港
獨」思想。

◀ 5月24日，王百羽戴「豬嘴」和護目鏡等裝備上街。 資料圖片

■王百羽fb貼圖，貌似接受街坊諮詢，但
這名白衣男疑是其助理假扮。 fb截圖

政棍「掠水」錢款去向成疑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記者 張得民））攬炒派去年取攬炒派去年取

得多個區議會議席後得多個區議會議席後，，非但未有盡心盡力為當區非但未有盡心盡力為當區
街坊服務街坊服務，，疏於社區民生事務疏於社區民生事務，，更利用議員身份更利用議員身份
進行各種眾籌支持黑暴活動進行各種眾籌支持黑暴活動，，從不同途徑撈取政從不同途徑撈取政
治紅利治紅利。。最近最近，，有攬炒派議員在申報選舉開支有攬炒派議員在申報選舉開支
時時，，被發現報銷的金額奇高被發現報銷的金額奇高，，懷疑是借選舉而籌懷疑是借選舉而籌
款款「「掠水掠水」。」。同時同時，，不少攬炒派議員刻意炒作政不少攬炒派議員刻意炒作政
治議題搞眾籌治議題搞眾籌，，但籌得的款項事後都未有公布使但籌得的款項事後都未有公布使
用細節用細節，，款項去向成疑款項去向成疑。。

王報名選超區開支王報名選超區開支489489萬萬
早前早前，，立法會換屆選舉因疫情而延期一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因疫情而延期一年。。根據根據
選舉事務處近日公布各參選人的參選開支選舉事務處近日公布各參選人的參選開支，，報名參報名參
選選「「超級區議會超級區議會」（」（區議會二區議會二））的王百羽申報的的王百羽申報的
「「總開支總開支」」竟高達竟高達489489萬元萬元，，為所有參選人中最為所有參選人中最
高高，，其中形象連化妝等就已經花費其中形象連化妝等就已經花費8585萬萬，，撰稿和影撰稿和影
片製作等亦花費片製作等亦花費100100萬元萬元，，而開支中的而開支中的450450萬元報萬元報
稱為稱為「「捐獻捐獻」，」，令外界懷疑有關令外界懷疑有關「「開支開支」」有私相授有私相授
受受、「、「益自己友益自己友」。」。
其實其實，，攬炒派中涉嫌以參選人身份攬炒派中涉嫌以參選人身份「「掠水掠水」」亦不亦不
只王百羽一人只王百羽一人，，參選九龍東的前參選九龍東的前「「香港眾志香港眾志」」秘書秘書
長黃之鋒雖然被選舉事務處裁定提名無效長黃之鋒雖然被選舉事務處裁定提名無效，，但根據但根據
其申報的開支其申報的開支，，僅聘請前僅聘請前「「眾志眾志」」主席林朗彥為主席林朗彥為
「「助理助理」」就已經花費就已經花費1212萬元萬元。。其他的攬炒派參選人其他的攬炒派參選人
亦被發現有不少相似情況亦被發現有不少相似情況。。

炒作政治搞眾籌罔顧民生炒作政治搞眾籌罔顧民生
有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有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攬炒派借選舉斂財事攬炒派借選舉斂財事
件其實只屬冰山一角件其實只屬冰山一角，，這些借政治抄作掠水的例這些借政治抄作掠水的例
子實屢見不鮮子實屢見不鮮。。在去年區議會選舉後在去年區議會選舉後，，不少攬炒不少攬炒
派議員更懶理民生只顧派議員更懶理民生只顧「「搵錢搵錢」，」，疏於社區民生疏於社區民生
事務事務，，熱衷政治炒作來發起熱衷政治炒作來發起「「眾籌眾籌」。」。譬如譬如，，立立
法會議員許智峯法會議員許智峯、、前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及東區區前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及東區區

議員仇栩欣等人近期分別以私人檢控為名眾籌議員仇栩欣等人近期分別以私人檢控為名眾籌，，
宣稱會用作法律費用宣稱會用作法律費用，，但籌款到手後卻一直不公但籌款到手後卻一直不公
開賬目細則開賬目細則。。
據不完全統計據不完全統計，，許智峯許智峯、、陳志全陳志全、、仇栩欣至少籌仇栩欣至少籌
得逾得逾520520萬元萬元，，而許智峯在而許智峯在「「私人檢控私人檢控」」被撤銷後被撤銷後
亦未有交代所籌得的亦未有交代所籌得的350350萬元中有多少已用於萬元中有多少已用於「「法法
律費用律費用」，」，及其他所剩餘的款項將如何處理及其他所剩餘的款項將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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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774 今日出紙2疊7大張 港售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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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24-29℃ 濕度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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