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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

案」在參議院闖關失敗，正被香港警

方通緝、已潛逃的前「香港眾志」創

黨主席羅冠聰則稱對美國國會一月重

開後能夠通過法案充滿信心，會繼續

游說。攬炒派「立場姐姐」何桂藍前

日亦在其facebook轉發有關帖文，並

感謝羅冠聰等「一眾國際線手足」的

「努力」。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何桂藍的言論涉

嫌公然勾結潛逃的亂港分子，已涉嫌

違反香港國安法，執法機關應該立案

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何桂藍涉勾結逃犯違國安法
發帖感謝羅冠聰等「國際線手足」政界促立案徹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西營盤均益大
廈月初至今累計至少8宗確診個案，民建聯中西
區社區幹事劉天正近日揭發，均益大廈二期業主
立案法團管理委員會因政治理由，拒絕民建聯將
口罩派到住戶信箱，批評法團將政治凌駕街坊利
益，惟法團秘書高文軒聲稱不曾收到有關要求。
劉天正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出，他自今
年初數次詢問高文軒，了解能否派口罩到住戶信
箱，惟對方均拒絕或稱稍後回覆。高文軒則未有
回應事件。
有見均益大廈本月出現確診個案，劉天正在得

知消息翌日、本月19日擬到大廈派口罩到住戶
信箱，卻被法團拒絕，他其後在facebook貼文批
評法團管委會「剝奪街坊的抗疫物資，將政治凌
駕於街坊利益」。
《蘋果日報》及《立場新聞》事後刊登有關報

道，兩者均引述高文軒批評劉天正「屈得就屈」
或「無中生有」，稱劉「從未聯絡法團申請任何
活動」。高文軒又聲言民建聯在該大廈的辦事處
為「劏舖」，「疑有僭建廁所」，擔心會「播
疫」。

爆發初期已拒派罩
劉天正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出，他自年初

爆發疫情時，已數次當面詢問高文軒能否讓他派
口罩到住戶信箱，但對方均拒絕或稱稍後回覆。
當他詢問管理處人員，對方則指要再查詢法團，
批評高文軒所謂「無中生有」的說法「不是自己
忘記就是講大話」。
他說，過往被法團拒絕後會在其辦事處派發口

罩，惟近日大廈爆發連串確診個案，因此很希望
直接將口罩派到住戶信箱，未料對方疑因政治理
由拒絕，現時唯有改以其他方式派發。

修例風波後處處刁難
他又指，民建聯前年中秋節在大堂向街坊派發

月餅，當時高文軒向他們表示「無問題可繼續
派」，但自去年修例風波起政治氣氛轉差，其辦
事處向來都會將《文匯報》放在門外供街坊索
取，但約3個月前就有管理員要求他們將報紙收
回辦事處內派發。
至於辦事處的「劏舖」及「滲水」問題，劉天

正指當時是因為水管長年磨蝕才滲水，但都是清
水，而他當時已向高文軒反映民建聯是租戶，問
題需由業主解決。
民建聯港島區立法會議員張國鈞接受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則指，不少大廈居民都要求跟進喉管更
換工程，惟現屆法團接手後一直耽誤工程，現時
出現多宗確診無疑令居民憂慮喉管出問題，但法
團卻利用民建聯辦事處轉移視線，希望法團承擔
責任，做好應有工作。
香港文匯報昨日致電均益大廈二期業主立案法

團，欲向高文軒查詢事件，接線人指會將訊息轉
達高文軒，惟至截稿前仍未獲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今年文
憑試歷史科出現一道日本侵華「利大於
弊」的冷血試題，最終要取消；而教育
局上月發表調查報告，不點名批評時任
考評局「黃高層」、評核發展部經理
（歷史科）楊穎宇，在出卷過程中多次
違反守則和規章等「八宗罪」，而楊早
前已辭職離任。正當事件看似告一段
落，楊穎宇近日竟聲淚俱下於傳媒訪問
前「喊冤」，宣稱「置身局中」云云。
有教育界人士直斥，楊在考試中作政治
滲透意圖扭曲學生價值觀，出卷過程更
是「無法無天」，批評他至今仍沒有反

省，只不斷以所謂「感受」、「猜測」
轉移視線，博取同情。
楊穎宇曾被揭多次發表包括「沒有日
本侵華，哪有新中國」等不當甚至涉違
法播「獨」言論，及後歷史試題曝光，
社會各界一致批評題目冷血、反人道，
他亦被質疑藉考試向年輕人灌輸扭曲價
值觀；及後教育局專責小組亦發表調查
結果，點出楊在出卷過程中無視保密及
處理敏感事宜規定等「八宗罪」。
然而，楊穎宇近日卻「激動落淚」

地受訪，一時稱「親手遮（試題被取
消部分）答案好痛心」、一時謂「被

封殺，連做代課也無人敢請」，其後
更搬出所謂「政治操控」猜測，卻隻
字不提自己出冷血試題的原由經過，
以及調查報告所指其接二連三違規犯
錯。

「如自覺無做錯 大可正途上訴」
「如果真係認為自己無做錯，大可

從正規途徑上訴，以至尋求司法覆
核，無需要用這類感受式的言辭去博
取同情」，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指，楊
以所謂「政治操控」「鳴冤」，「現
實他才是將政治滲透至考試，損害考

試權威的始作俑者」，批評他始終沒
有反省當日出冷血試題，「引導同學
作出『去道德化』的分析，為禍極為
慘烈」。
鄧飛又指，教局調查報告亦表明楊在

處理審題時嚴重違規，「包括與另一擬
題目者隨便在公共地方討論，且沒有留
下任何記錄」，他形容當日看過報告後
嚇一大跳，「簡直是無法無天，難道是
當 公 開 考 試 是 他 自 己 的 『 私 伙
嘢』？！」
他認為，報告清楚顯示涉事者有失誠
信，亦犯了多個明顯錯誤，承受後果是
理所當然，「假如有人本身想請你，但
有第三方阻止，這才叫『封殺』，但佢
這樣做事法，點會有人敢請？」

「黃法團」政治先行
拒民記派口罩

考評局離職「黃高層」「喊冤」教界斥博同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
派把持區議會近一年，惟卻一直懶理惠
民實事。「議會監察」昨日出版最新刊
物《踢爆荒誕區議會》（2020年12月
號），當中大數攬炒派在區議會內的7
宗罪，包括利用區議員身份「播獨」、

濫用職權、打壓異己、亂批撥款、帶頭
犯法、散布謠言，以及食盡「人血饅
頭」。針對區議會亂象，「議會監察」
共提出5項建議，如立法要求區議員宣
誓擁護基本法和香港特區、政府收回區
議會撥款權力等等。

第一宗罪是「利用區
議員身份『播獨』及
『反中亂港』」，指攬
炒派在區議會內要求撤
回「香港國安法」、在
街上橫額公然侮辱國
家 、 舉 行 違 法 「 初
選」，以及有區議員參
與中大非法遊行，手持
「播獨」標語和高呼
「港獨」口號等。
第二宗罪是「濫用職

權、漠視民生、HEA做
區議員」，指多個攬炒

派區議會主席曾濫用權力驅逐官員離
場，剝奪議員向政府直接表達社區問題
和訴求的機會，同時更多次因人數不足
而流會。
第三宗罪是「政治掛帥、打壓異己、

隨意『滅聲』」，指攬炒派強制「熄
咪」建制派議員，又擅自刪除警務處處
長鄧炳強出席區議會的議程，並對警方
作出冒犯性言論等。
第四宗罪是「亂批撥款、私相授

受」，指攬炒派將區議會當成提款機，
用撥款養肥「自己友」，涉嫌私相授
受。
第五宗罪是「帶頭犯法、破壞法
治」，指至今有逾60名區議員因不同罪
行被控或被捕，包括最少4名區議會正
副主席。
第六宗罪是「散布謠言、煽動仇恨、

製造對立」，指攬炒派多番造謠抹黑警
隊，並有「藍絲與狗」事件發生等等。

第七宗罪是「食盡『人血饅頭』」，
指有西貢區議員分別動議把兩個休憩設
施以不幸去世人士的姓名命名，是在食
「人血饅頭」。
「議會監察」表示，雖然惡意破壞香
港社會和「一國兩制」的極端攬炒派已
經在立法會被連根拔起，但仍有數百名
攬炒派竊據區議員職位，濫用民主自
由，支持所謂「光復」和「革命」，縱
容包庇暴力，不斷挑動社會衝突仇恨等
事，種種惡行均顯示他們與社會期望背
道而馳，完全不符合擔任區議員的資
格。因此他們認為，特區政府將來就基
本法第104條涉及宣誓問題進行本地立
法時，涵蓋區議員是較全面的做法。
此外，「議會監察」提出4項建議，

包括民政事務局為18區區議會制定統一
的《會議常規》、政府收回區議會撥款
權力、制訂「侮辱公職人員罪」，以及
全面檢討及完善地區諮詢架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
法並已潛逃英國的前「香港
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昨日
在 facebook貼文，聲稱自己
「決定在英國申請政治庇
護」，否則日後若要「續
領」香港特區護照，就須進
入中國大使館「辦理手
續」，與「自動『送中』無
異」。
羅冠聰在帖文聲稱，自己
被「官媒喉舌」列為香港國
安法下的通緝犯，並因此
「無法重回香港」，日後若
要「續領」香港特區護照，
須進入中國大使館「辦理手
續」，與「自動『送中』無
異」，故「決定在英國申請
政治庇護」。羅冠聰又稱，
英國政治庇護的審批嚴謹且
門檻高 ，期望可藉自己的個
案引起英國政界對香港「流
亡者」的關注云云。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則

在 facebook撰文揶揄，指羅
冠聰的帖文屬「笑話一
則」：「一個問題：請問羅
冠聰，你的特區護照什麼時
候到期？一個建議：請羅冠
聰學（壹傳媒創辦人）黎智
英，乾脆做一個英國人好
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法國
警方相信，該國頭號通緝犯阿里
（Karim Ouali）很大機會正身處香港，
又稱法國和香港當局「已經進行了廣泛
合作」，但阿里依然逍遙法外。全國政
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於社交平台發帖，
揶揄法國警方可能忘記了，法國外交部
今年8月3日宣布，由於香港實施香港國
安法，法國將不會批准執行與香港特區
2017年5月4日簽署的逃犯移交協議，反

問該國在處理該事上「還有什麼辦
法」。
有報道指，法國警方相信該國頭號通

緝犯阿里很大機會正身處香港，「99%
確信」阿里會犯下其他嚴重刑事罪行，
呼籲公眾向法國警方或歐盟網頁提供消
息。報道指，本身是機場交通管制塔人
員的阿里於2011年涉嫌殺死上司後被通
緝，他逃至瑞士，懷疑再經澳門到達香
港。

據指，香港特區政府2014年發現阿
里偽造護照入境，判他短期入獄，他
在2016年失蹤。法國警方指，阿里已
經向香港當局交出證件，現時沒有任
何身份證明文件，亦沒證據顯示他曾
離開香港，稱法國和香港當局「已經
進行了廣泛合作」，但阿里依然逍遙
法外。
就此，梁振英揶揄是法國自己不批准

執行與香港特區簽署的逃犯移交協議，

與香港無關。

王國興批法公布消息是報復
另外，工聯會前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質疑，法國事隔多
年才公布此消息是報復的舉動，企圖令
香港社會陷入不安之中。
他並批評，由於攬炒派反對修訂《逃

犯條例》，令香港現時真的變成一個
「逃犯天堂」及「避難城市」，情況令
人憂慮，當局應盡早向公眾交代事件詳
情，例如法國是否一早已於2016年通知
香港等。

《踢爆荒誕區議會》細數攬炒派7宗罪

法通緝犯藏港 CY：與香港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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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冠聰前日在fb發文講「香港人民自
由和選擇法案」在參議院闖關失敗

一事，聲稱大家要思考「到底我們要怎樣
做，才能令對方『支持』香港呢」。他坦
言，該「法案」關乎「很多在美國參與國
際遊（游）說的朋友的安全」，而推動外
國作「利港政策」就像是在牆壁滿布倒刺
的迷宮行走，要小心翼翼「權衡各界憂
慮」云云。羅冠聰更揚言，自己對美國國
會下月重開後能夠通過法案「充滿信
心」，「接下來我們仍會為著（着）香港
『抗爭者』的安全著（着）想，繼續遊

（游）說。」
有關舉動明顯勾結外國勢力亂港，但何

桂藍隨即轉發，並加上一句「謝謝聰和一
眾國際線手足的努力」。

陸頌雄：何與羅蛇鼠一窩
對於何桂藍公然勾結潛逃的羅冠聰，並

公開支持羅的傷害國家及特區政府的行
為，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批評，羅冠
聰主動邀請外國勢力干預香港的內部事
務，已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現何桂藍肆
無忌憚轉述羅的言論，全部都是蛇鼠一

窩。陸指何桂藍曾欲參加立法會選舉，但
以其言行是否真心擁護基本法、效忠特
區，實在令人質疑。

容海恩：何抽取政治紅利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香
港人民自由和選擇法案」闖關失敗，證
明美國本身也不撐該班亂港分子，只是
羅冠聰巧言令色蒙騙其他人士，為自己
在其政治圈子內保持知名度，以維持其
生計。而何桂藍引用其言論，以為可以
抽取政治紅利，但已可能違反香港國安

法。

陳志豪：高調感謝已犯法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陳志豪表

示，香港國安法嚴禁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亂港分子近年鼓吹的所謂國際
線，顯然觸犯了香港國安法，而何桂藍在
政圈相當活躍，現竟公然轉發羅冠聰有關
勾結外國勢力的文章，並高調感謝「國際
線手足」，背後的意思可謂不言而喻，並
已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執法機關應該立
案調查。

▲何桂藍。 資料圖片

▶何桂藍前日在其facebook轉發並感謝羅冠聰等「一眾國際
線手足」的「努力」。 資料圖片

■羅冠聰在facebook貼文，聲稱自己
「決定在英國申請政治庇護」。 資料圖片

■《踢爆荒誕區議會》（2020年12月號）指攬炒派對警方作
出冒犯性言論等。圖為鄧炳強出席元朗區議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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