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全民抗疫之際，特區政府推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希望切斷社區傳播鏈，惟攬
炒派當時不斷抹黑該計劃，造謠政府會收集市民的DNA樣本用作監控並「送中」，煽動
市民杯葛計劃。但絕大多數市民沒有聽信相關人等的讒言，經過數月檢測經歷，更證實了
攬炒派早前的言論根本是一派胡言。眼見失勢，一干人等即扮失憶，並在社交平台上發放
檢測地點和時間等呼籲市民檢測，滑稽嘴臉令人一覽無遺。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家好

攬炒派扮失憶 抹黑完籲市民檢測
��

○去年8月2日，「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7名支援隊先遣成員
抵港協助檢測，「新民主同盟」范國威、譚凱邦等多名區議員當日
到醫管局總部抗議，質疑支援隊「帶入病毒」、「無香港專業資
歷」、檢測試劑質素及市民DNA資料等私隱「被送中」。
去年8月5日，他們更到支援隊下榻的九龍維景酒店外抗議，舉起

「香港自己搞得掂」等罔顧事實的標語，抹黑特區政府「政治凌駕
人命安全」。其後，他們更以擺街站、舉行記者會鼓動市民杯葛參
與檢測。當時范國威聲稱，市民的DNA被特區政府採集後，「有機
會」用來「監控市民」，鼓動市民「必須杯葛」。
●今年2月，范國威在社交平台上提醒新都城一期一座的市民需

要進行強制檢測，派發強檢須知單張及口罩，其中詳列注意事項，
如時間表、地點等。

○去年7月，攬炒派大埔區議員何偉霖聲
稱「基因監控，唔好以為係講笑！」並在8月
31日夥同多名區議員到被設為檢測中心的大埔
墟體育館示威，反對在該區設檢測中心，稱
「此檢疫政策的意義並不大」，煽動「杯葛一
個另有目的檢測」，更質疑化驗人員的專業資
格，抹黑普及社區檢測「為健康碼鋪路，隨時
監控香港人行蹤記錄」。
●數月後，何偉霖雖仍在11月叫市民自己考

慮做不做檢測，卻提供為大埔區可檢測地方的
地點和時間，顯示他的態度明顯有變化。

○去年9月1日，「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開
展，攬炒派民主黨元朗區議員吳玉英與伍軒宏等人
到天水圍官立中學檢測中心門外示威，抹黑檢測
「風險高」，煽動市民「拒絕參與檢測」、「避免
把自己的基因資料交給專業信用成疑的內地檢測機
構」，並向參與檢測的市民展示其示威標語，其間
更向途人叫囂。
●去年10月，吳玉英在網上發帖更新普通科門診

派發深喉唾液樣本收集包的時段和地址，到今年1
月她更向居民展示麗湖居9座強制檢測的詳細安
排，並在2月16日發帖指天水圍健康中心的樣本樽
剛剛派完，「真的辛苦各行業的朋友了！」

○攬炒派中西區區議員任
嘉兒曾稱檢測計劃只做一次無
用，質疑政府難處理或出現的
大批陽性個案，並在去年8月
陰陽怪氣抹黑「嗱，我一定信
你唔會『送』」。
●去年12月，任嘉兒在社交

網站發帖提醒如果沒有病徵，但
懷疑自己有確診風險或有需要進
行測試的市民哪裏可以領取樣本
樽，並詳列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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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博義死撐拒辭大狀會主席
政界促警惕外國政棍滲透機構 勿讓國安出現任何漏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大律師公會新任主席夏博義剛

上任就大肆抹黑香港國安法，又

被揭發出其英國政治背景，以及

與反中亂港分子錯綜複雜的聯

繫，社會普遍認為他沒有資格擔

當該公會主席。夏博義昨日在接

受媒體採訪時稱無意辭任公會主

席及退黨，又宣稱未隱瞞政治背

景云云。多名香港政界人士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指出，

夏博義不僅是英國政客，其言行

亦證明他不是以香港利益為依

歸，要求有關部門一定要對有外

國政棍滲透的機構提高警惕，不

能讓國家安全出現任何漏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日前
發表「港台管治及管理的
檢討報告」，指出港台
多項缺失，該局局長邱
騰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時重申，港台有編輯自
主，但不表示港台出錯
不可以批評，不受規章
框架限制和約束。
特區政府日前公布對香港電

台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內容涵
蓋編輯管理及投訴機制、服務表現
衡量及評估、港台工作人員管理等
6方面，報告批評港台管理制度缺
失、問責意識薄弱、處理投訴機制
不透明等。
邱騰華昨日表示，雖然港台是

政府部門，但形容港台是「喉
舌」只能跟隨政府的說法並不合
適，「因為港台同時都是一個傳
媒機構，《約章》內有給港台編
輯自主，只要在《約章》範圍
內，作為一個傳媒機構批評時
政，包括政府施政亦都是『天公
地道』。」
他強調，《約章》無要求港台

對政府唯命是從，但也不是無約
束，特別是有編輯自主不等同不
受規章框架限制及約束，亦不等

於做錯事不能被批評。他提及港
台每年 90%的開支是由公帑支
付，若將港台的政府部門以及傳
媒機構的兩個角色拆開，「我相
信港台是無法生存，無法履行
《約章》，必定有負市民所託，
也會令社會更加紛爭。」
針對報告內提到編採要上報，

有人質疑港台未來要「自我審
查」，邱騰華強調，編輯過程是
否要上報，不是以政治界定，也
非要「層層上報」，因為《節目
製作人員守則》內早已訂定上報
制度，只是過去不見到高級管理
層面去協助處理，是執行上出現
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城市大學
校董會去年通過決議，若長期服務及退休
教職員行為涉削弱大學形象、破壞學術聲
譽、令大學聲名受損等，校方會酌情決定
不提供或暫停其額外離職福利，其進入校
園須先徵得批准，亦不可享用保健中心及
牙科服務等。前城大「黃師」及教職員工
會主席謝永齡昨日自爆，在去年退休時疑
涉「有損校譽」而被撤福利，聲稱校方
「打壓工會」，又聲言會入稟勞資審裁處
追討云云。

逾10年教職員獲發「城意咭」
根據城大人事政策，凡離職時服務大學
10年以上的教職員及其配偶可獲發「城意
咭」，可自由進出校園，使用圖書館、康
體設施、餐廳及停車場等設施，並享用校
內保健中心及牙科診所等服務，每年亦可
獲上限1,500元的額外醫療津貼。
不過，因應社會形勢改變，為進一步保
障師生安全及利益，城大校董會去年3月
通過決議，在特定情況下，若退休教職員
的行為涉削弱大學形象、破壞學術聲譽、
令大學聲名受損等行為，將酌情決定不提
供或暫停有關離職福利，而僱傭合約訂下
的福利則不受影響。城大人力資源處上月

曾透露，至今有「少數個案」不獲額外福
利，都是因為其在職時由主管評核的績效
長期處於低水平。

自爆無福利 質疑校方「打壓工會」
昨日，與攬炒派關係密切的「黃師」謝

永齡突然自爆去年退休時被撤「城意咭」
福利，稱校方當時更要求他於14日內搬離
辦公室及宿舍，又禁止其再進入校園。他
聲稱事件與其擔任工會主席有關，質疑校
方「打壓工會」云云，又稱會要求勞工處
介入，並擬向勞資審裁處投訴追討。

謝永齡曾多次於城大校內外作政治動
員，包括於2019年8月於校內舉行反修例
集會，其間夾雜了大批非城大師生，集會
者一度包圍校長室所在大樓「邀請校長對
話」，但被保安阻止進入，後在大樓外等
貼上大量政治標語。當時，城大表明，反
對任何人利用大學進行政治動員及宣傳，
把大學變成政治表演的個人平台。
同年7月下旬，港島區以「遊行」名義
演化成的暴亂，謝永齡被發現在天橋上擔
任「哨官」觀察現場進展。在2014年違法
「佔中」前夕，謝永齡領導的城大教職員
協會執委會亦向全校教職員發信，施壓要
求教師「全方位配合」學生罷課，包括不
可計算出席率、額外提供補課，而系主任
亦要豁免缺課教師請假等。
城大發言人回應指，大學堅守學術中立，

不容許個人利用街頭政治騎劫績效表現，無
論當事人是來自工會或任何其他機構，均公
平對待，並無例外。大學員工福利相關事宜
由校董會制定政策，有既定機制和程序處
理，在過程中皆有員工代表參與討論。
城大強調尊重言論自由，惟所有在職或

退休教職員皆應重視誠信，並公正對待相
關的大學事宜，個人應為不實言論、造謠
生事負上道義及法律責任。

黃師被撤離職福利 城大：不容街頭政治騎劫績效 邱
騰
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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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
核酸檢測和限聚措施，終於令香港
第四波疫情稍見緩和，多名攬炒派
區議員對檢測態度180度轉變，從
極力抹黑、造謠核酸檢測，到主動
宣傳檢測資訊等，廣大市民都「有
眼睇」。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批評攬炒派一些區議員
為抽水不惜「精神分裂」，拿完政
治「光環」，又企圖拿民生「光
環」，提醒市民需要認真分辨他們
是真情還是假意。

劉佩玉：言行不一虛偽至極
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劉佩玉批評

攬炒派言行不一，此前一直抹黑核
酸檢測，用假信息製造恐慌，嚴重
擾亂政府的防疫抗疫部署，但如今
又積極為市民提供做檢測的相關資

訊，為拿政治「光環」，虛偽至
極。
她續說，如果攬炒派區議員真正

願意與特區政府一起同心抗疫，建
制派當然歡迎他們回頭是岸，但目
前來看，他們的所作所為都還是為
了抽水和利益，市民要看清楚，攬
炒派所謂的「關心民生」是出自真
心，還是矯飾偽行。

陳學鋒：為反而反「精神分裂」
「議會監察」召集人、民建聯副

主席陳學鋒表示，攬炒派之前一直
極力抵制，更抹黑造謠稱檢測會將
港人DNA「送中」，企圖製造恐
慌。如今抗疫初見成效，市民對核
酸檢測的接受度亦有所提高，攬炒
派區議員就紛紛走出來抽水，簡直
是「精神分裂」。

他直言，對攬炒派而言，一定會
立場先行，為反而反，如果可以抽
水就一定會抽水，這是他們的一貫
做法。

李月民：虛偽行徑必被民棄
「元朗議會監察聯盟」召集人李

月民表示，很多攬炒派區議員，一
直以「反對黨」自居，只要是政府
的政策都會反對，核酸檢測措施也
不例外。但近期，攬炒派區議員所
屬地區出現確診病例，發覺核酸檢
測是真正對市民有利的政策時，就
不敢再反對，甚至還分享相關信
息、在集中檢測點附近派政府採購
的口罩等，企圖拿盡政治「光
環」，實表裏不一、行為荒謬，毫
無政治操守，相信他們的虛偽行徑
一定會被市民唾棄。

政界批攬炒派借檢測拿「光環」

夏博義已出任大律師
公會主席約一個

月。面對社會質疑，他昨
日稱不會辭任公會主席，
又聲稱，基於情感上的聯
繫不想退黨，目前亦沒有
人要求他退黨，宣稱該身
份不會對公會造成任何傷
害，亦不會影響其作為主席的獨立性。曾
公開支持所謂「和平爭取港獨」的他，又
聲稱自己是高度自治的「信徒」，若有人
指其是「港獨」，是曲解其言論云云。
事實上，夏博義是「香港人權監察」的
創會成員，該組織被傳媒曝光，曾收受美國
NGO組織NED約1,500萬港元的撥款。但
夏博義就狡辯稱，從未收受任何政府捐款，
NED亦沒有嘗試干預組織的運作等。

若與境外政治組織聯繫可取締
大律師公會是以《社團條例》在香港註
冊的團體，而根據《社團條例》，若社團
與境外政治組織有聯繫，可依例取締。香
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NED實際
上與美國國會和政府的關係十分密切。美

國《國家利益》雜誌曾披露，NED2011
年納稅申報單顯示，其99%的經費來自美
國國會，年度經費約1億美元，把握財權
的美國國務院和國會監管NED所有對外
捐款和活動，該組織並有複雜的政治資
源，以及與中情局關係密切。

湯家驊：影響公會獨立性
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行會成員湯家驊在
接受電台採訪時直言，對夏博義的說法感
到失望，若夏博義不辭任，首先會影響大
律師公會的獨立性，亦會令人質疑他能否
獨立處理香港司法制度的問題。
他表示，夏博義似乎完全沒有明白社會
對他的質疑，亦沒有提出如何帶領業界在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業務。對方若繼續擔任
主席，看不到公會與中央的關係會有好轉
的機會。

吳亮星：非以港福祉為依歸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指出，混入香
港當地社團、搞亂香港，是夏博義等英國
政棍的一貫做法，他不利於香港和中央的
立場和言論相當清晰，絕不會以廣大香港

市民的福祉為依歸。
他續說，大律師公會為大律師發牌，承
擔一定的公權力，因此，香港有關部門一
定要對有外國政棍滲透的機構提高警惕、
做好防範措施，不能讓國家安全出現任何
漏洞。

黃均瑜：進一步喪失公信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均瑜強調，大律師
公會一直標榜要讓公義被人看見，但公會
如今可能會因為夏博義不辭職的決定，而
進一步喪失在市民心中的公信力。事實
上，夏博義近期的言論導致許多民間團體
自發組織示威和抗議活動，他堅拒辭職只
會讓愈來愈多的市民看清大律師公會的真
面目，引發市民公憤。

●早前有民間團體到高等法院外請願，批評夏博義隱瞞其政治背景要求辭職。資料圖片

▲攬炒派荃灣區議員譚凱邦曾懸掛橫幅抹黑
檢測。 資料圖片

▶攬炒派昔日開記招，抹黑政府檢測肆意炒
作，現今即扮失憶呼籲市民檢測。資料圖片

●檢討報告批評港台管理制度缺
失。圖為香港電台。 資料圖片

●城大發言人回應指，大學堅守學術中立，
不容許個人利用街頭政治騎劫績效表現。圖
為城大校園。 資料圖片

●夏博義
大律師公會
網頁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