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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攬炒派把持的大埔區議會近

日向一個稱為「埔友社」的團體

批出資助，以舉辦探訪長者活

動，但就被揭發活動預算僅留

400元去準備長者的禮包，卻花5,000元讓義工吃茶點、超

過1.6萬元搞「義工嘉許日」。有見聲稱曾與當區攬炒派

區議員陳振哲合作的「埔友社」在網上無任何資料，香港

文匯報記者昨日親自到其會址了解情況，結果發現該「會

址」門口無水牌，就連住在對面的街坊亦無聽過「埔友

社」。有政界及地區人士批評，這樣荒謬的撥款申請也照

樣通過，明顯有私相授受之嫌，廉政公署應該徹查。

「無址」搞活動 攬炒區會錢照批
住對面街坊未聞「埔友社」 政界：涉私相授受廉署應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議會監察」翻查的可疑申報（部分）
元朗區議員王百羽 報名選區：區議會（第二）

◆捐贈變淨袋：489萬元的選舉開支中，有約450萬元
均為捐贈，佔92%

◆難以定價的服務：由單一公司「U Made This」作出服
務及貨品「捐贈」，包括55萬元的所謂「主要形象發展
及名稱設計」、20萬元的「形象指導」、50萬元的講稿
服務等

屯門區議員巫堃泰 報名選區：新界西

◆難以定價的服務：17.5萬元的選舉預備諮詢、20萬
元的選舉策略（個人形象）諮詢和建立等

屯門區議員張可森 報名選區：新界西

◆申領還未宣布參選的開支，質疑是濫報或漏報：申領
5月至7月租用「屯門社區網絡」倉庫作儲存競選物資用
途，每月4,000元，惟攬炒派於6月才講「初選」計劃

商人潘焯鴻 報名選區：九龍西

◆難以定價的服務：51.5萬元的影片製作

資料來源：「議會監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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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換屆選舉因疫情押後，不少早前已報
名的攬炒派參選人申報巨額開支，或會
浪費公帑。「議會監察」早前從選舉事
務處查閱了多人的選舉開支申報，發現
多處令人譁然的疑點，包括「捐贈變淨
袋」、「天價開支任意報」、申報反映
有人疑一早已開始選舉活動等。「議會
監察」表示，稍後將向廉政公署和選舉
事務處舉報問題，要求嚴肅跟進所有參
選人的選舉申報，確保公帑用得其所。
「議會監察」召集人陳學鋒、黃偉
傑、莫嘉傑及葉文斌昨日開記者會，講
述攬炒派參選人申報天價選舉開支的問
題。陳學鋒表示，在過往選舉中，參選
人需取得5%或以上有效選票才可向政
府申索資助，金額也設上限，但今次並
無相關限制，申領門檻驟降。
「議會監察」早前從選舉事務處查閱
了多人的選舉開支申報，發現攬炒派參
選人多個問題。黃偉傑指出，報名參選

「超區」的元朗區議員王百羽申報489
萬元選舉開支中，公司「U Made
This」捐贈了高達450萬元的「選舉服
務」，而這450萬元有機會取得政府全
數發還資助。

質疑「膽有幾大」開支就可報幾大
根據選舉活動指引，提供服務或貨品

的估計價值應按市價計算，黃偉傑質
疑，王百羽申報的開支有無基於以上準
則，例如（每篇）25萬元講稿服務是否
合理，還是「膽有幾大，數就可以報幾
大」。
葉文斌指，有參選人申領的選舉開支

中，不少是難以有實際定價的服務，而
且金額更是「天價」，例如顧問費、營
運社交平台費用、提供諮詢服務費用
等，質疑這些天價的開支是否屬合理的
市場價，並指有部分人申領此類的開支
更佔其全部選舉開支超過九成，如王百
羽、屯門區議員巫堃泰等。

他又指，香港法例嚴
格規管選舉廣告、選舉
開支和選舉捐贈的申
報，但屯門區議員張可
森的申報竟包括由今年
5月起繳交於「屯門社
區網絡」的「存倉服務
費」，然而攬炒派在6
月9日才公布非法「初
選」方案，質疑這是否意味張可森由5
月起便有選舉活動和選舉開支，「但從
其社交平台只見6月20日起他宣布自己
參選，所以相關的費用是否不實？不是
漏報就是濫報？」

所謂「初選」屬選舉宣傳應申報
莫嘉傑表示，中央及特區政府早前已

經先後發表聲明表示非法「初選」無法
律效力，是公然挑戰基本法和香港國安
法，但從部分候選人的申報可見，聲稱
為318萬元的所謂「初選」費用由52名

候選人攤分，不過，有部分人並沒有申
報此費用為選舉開支，「我們認為『初
選』的開支屬選舉宣傳，該等開支必須
申報為選舉開支，但由於『初選』為非
法舉行，政府不應發還，否則會變成用
公帑資助不合法『初選』。」
另外，「元朗監察議會聯盟」昨日表

示，已向廉政公署及選舉事務處舉報，
促請廉政公署、選舉事務處及元朗區議
會徹查區議員王百羽、伍健偉，疑虛報
選舉經費騙取選舉開支及謀利事宜，質
疑兩人的申報沒有實證。

去年香港黑暴爆發前，大公報、文匯報對「台
獨」「港獨」勾連的多篇報道，用事實真相直擊
要害，打到「兩獨」痛處，也揭示台灣當局撐香
港黑暴的真相。蔡英文當局惱羞成怒，去年已無
理禁止大公、文匯記者到台灣採訪，近日又借驅
逐在台港人李彬豪向大公、文匯潑髒水。傳媒界
老友對自明話，「港獨」「台獨」勾連合流是鐵
一般的事實，蔡英文當局操弄李彬豪事件，不過

是為了掩蓋自己明裏暗裏撐「獨」的醜聞，「不
過如此不顧事實、無理無法，實在是荒天下之大
謬，吃相太難看。」
去年1月期間，「港獨」組織「學生動源」鍾

翰林等人到台灣會見「台獨」反共骨幹林保華、
楊月清夫婦。大公、文匯拍攝到楊月清帶領鍾翰
林等人，與所謂《自由時報》記者的蘇永耀在
「總統府」旁的「國史館」會面。楊月清事後在
台灣電視節目上「踢爆」蘇永耀與「學生動源」
的會面內容，蘇永耀告訴鍾翰林等人，「你們最
重要的事就是跟共產黨抗爭。」傳媒界老友指
出，「事實再清楚不過，『兩獨』勾連無得抵
賴。」
眼看「兩獨合流」和台當局明裏暗裏撐香港黑

暴被揭穿，蔡英文之流自然氣急敗壞，近期居然
構陷在台港人李彬豪協助大公、文匯，在沒有事

實和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一度拘留李彬豪；前日
台灣「移民署」更高調將李彬豪「驅逐」出台。
「一方面高唱『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就製造
『白色恐怖』，行為好低莊。」老友不齒地說。
老友指出，民進黨最擅長造謠抹黑的伎倆，包

括栽贓、造謠等。大公、文匯與李彬豪毫無關
連，蘇永耀與鍾翰林等人密會的圖片，是大公、
文匯記者拍攝，蔡英文當局「亂砌生豬肉」，硬
說圖片是李彬豪提供給大公、文匯，這正是民進
黨典型的損招、爛招和陰招。
可笑的是，蔡英文當局「亂砌生豬肉」，「連

口供都唔夾」。台「地檢署」在今年10月聲稱，
查出偷拍者是台灣的私家偵探社受到李彬豪委
託，跟拍鍾翰林等人，但因為拍攝地點是公共地
方，不構成妨害秘密罪；「移民署」卻聲稱，李
彬豪違反居留目的，在台「不法」跟監，將他強

制驅逐出台。老友指：「有台灣民眾已笑言，當
局的話根本不可信，一時聲稱香港記者在台灣跟
蹤，一時又說台灣徵信社跟蹤，還任加罪名，顯
然是玩政治花樣啦！」
在去年下半年的香港修例風波中，蔡英文當局

公然插手香港事務，罔顧事實，顛倒黑白，極力
唱衰「一國兩制」，製造「恐中」「反中」氛
圍，與「港獨」黑暴勢力遙相呼應，飽吃了修例
風波的政治紅利。老友直指：「蔡英文當局如今
仍不收手，還鬧大莫須有的李彬豪事件，企圖打
壓敢揭批黑暴和
『兩獨』合流的
正義媒體，繼續
製造分裂仇恨，
吃相實在太難
看。」

「埔友社」日前向大埔區議會行政
及財務管理委員會申請撥款，

舉辦名為「健朗長者家居探訪」活動，計
劃於今年11月至明年1月安排4次義工
探訪日，預計有20戶長者受惠。
不過，根據上載區議會網頁的撥款
申請文件顯示，有關活動的預算只預
留400元準備「探訪衞生禮物包」，並
用300元印「衞生資訊單張」，合共僅
700 元的開支，宣傳費用卻要 1,260
元。更離譜的是，主辦方預留5,120元
去買「義工茶點」、花逾1.6萬元搞
「義工嘉許日」，明顯是待薄長者、
厚待義工。
更離奇的是，「埔友社」在網上並
無任何網站、社交媒體專頁。該團體
早前在區議會上稱自己剛成立幾個
月，並曾與攬炒派大埔區議員陳振哲
合作，會址是一個朋友提供的一個單
位。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訪該處時
發現，該「會址」不但沒有門牌，就
連住在對面的街坊也說未曾聽過有
「埔友社」，但見過「有細路出
入」，認為應該是住宅。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致電大埔區議
會行政及財務管理委員會主席胡耀
昌，但不獲回覆，當日有份在會議上

支持撥款的攬炒派區議員譚爾
培亦同樣沒有回覆。

葛珮帆籲收回撥款審批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表示，今屆多區區議會在攬炒
派把持下，撥款非常混亂，攬
炒派為益「自己友」，對服務社區多年的
地區組織作政治審查，但就連這樣荒
謬的撥款申請也照樣通過，明顯有私
相授受之嫌，廉政公署應該徹查。
她呼籲政府應考慮收回有關撥款審

批權，確保公帑公平用於當區居民，
杜絕攬炒派「明益自己友」。

黃碧嬌：撥款申請欠標準
大埔區議會前主席黃碧嬌表示，來

歷不明的「埔友社」的有關撥款申請
明顯不符標準，將長者探訪活動的絕
大部分預算用作於義工身上，明顯本
末倒置。她認為，作為行政及財務管
理委員會主席的胡耀昌理應將違反常
理的申請拒絕交付討論。
她又指，今年有多個服務大埔區多

年的組織，都因與建制派關係友好而
被攬炒派打壓。
她形容，今屆大埔區議會已毫無公

正、民主可言，並相信其他各區亦有
類似情況，冀特區政府檢視攬炒派區
議員上場後的亂象，早日收回撥款審
批權。

胡健民：亂批公帑非首次
民建聯大埔支部委員會副主席胡健

民表示，今次「埔友社」的撥款申請
「離晒譜」都獲通過，反映今天的大
埔區議會亂批公帑、排除異己、明益
自己友，而且情況已非首次。他認
為，當局急須研究如何把關，確保任
何撥款都要合乎常理和公眾期望。

羅曉楓疑攬炒派收買人心
經民聯大埔前區議員羅曉楓質疑，

攬炒派欠缺服務長者的初衷，只想以
區議會撥款籠絡人心，才會批出如此
偏袒「義工嘉許」的撥款，令公共資
源未能用於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埔友社」日
前申辦的所謂探訪長者活動，大部分預算卻用於
義工嘉許。有多年於大埔區舉辦同類活動的非牟
利團體代表表示，多年來獲大埔區議會資助的義
工活動，都不會就單一團體或個別活動作嘉許，
而是一年一度共同合辦嘉許禮，惟今年大埔二十
多個團體向大埔區議會申請撥款合辦嘉許禮時，
卻被指有個別團體與建制派友好，被要求剔除有
關團體，否則不會獲批，合辧嘉許禮亦因此未能
成事。
有大埔非牟利團體代表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大埔區內有多個服務團體，網絡全面，早
前更共同組成「愛老聯網」。不過，今年「愛老
聯網」及其他慈善團體、教會組織等二十多個團
體早前如常向大埔區議會申請撥款，以舉行合辦
的義工嘉許禮時，卻被指有個別團體與建制派友
好，除非剔除「愛老聯網」，否則不會獲批。
多個團體均認為有關要求無理，今年決定考慮

自行募捐舉辦有關活動。該名非牟利團體代表認
為，看不到「埔友社」能提供同等服務，批評攬
炒派打壓真心服務社區的義工團體，卻「明益自
己友」，希望特區政府不要坐視不理。

「愛老聯網」遭打壓 攬炒疑「益自己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攬炒派在區議
會撥款上黑箱作業已非首次，沙田區議會早前就
突然在撥款準則中僭建「與政黨及政治團體有聯
繫」的條款，以「公私分明」為藉口打壓非攬炒
派團體，卻不斷將撥款批予「自己友」，單在今
年上半年涉嫌濫權偏私的撥款總額就超過600萬
元。鑑於事態嚴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早
前已聯同「議會監察」成員王虎生及何偉俊到廉
政公署舉報。
馬鞍山粵劇團曾就活動「民康粵韻樂悠揚」申

請區議會撥款6.6萬元，卻被該工作小組稱該團體
「與政治組織有聯繫」為由否決，然而在民主黨
成員、沙田區議會主席程張迎擔任董事的「沙田
文藝協會有限公司」，其22項活動申請撥款時，
包括3項沙田粵劇團的粵劇活動卻全數獲批撥
款，涉款更達238萬元。
此外，全港歷史最悠久的大埔區龍舟競賽，早
前亦不獲大埔區議會撥款，引起地區人士強烈批
評。多區攬炒派區議員更揚言未來4年不再為慶
祝國慶及慶祝香港回歸祖國的活動撥款。

沙田區會半年涉濫批600萬元

■「議會監察」開記招，質疑攬炒派參選人涉以天價申報
選舉開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埔友社」的「會址」門外沒有任何水牌，住在對
面的街坊亦未曾聽過「埔友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攝

■「埔友社」
早前申辦的
所謂探訪長
者活動，大
部分預算竟
用於義工茶
點，只預留
400 元準備
向長者派贈
「衞生禮物
包」。

區議會
文件截圖

攬炒派參選涉「篤數」「議會監察」促跟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