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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區員伍月蘭涉私相授受
民政專員揭處理議助申撥款無申報利益 政界促轉介廉署跟進

攬炒派把持現屆區議會後，不時打壓愛國愛港團體撥款申請，更屢被

揭發傾斜「自己友」，備受社會各界質疑。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謝嘉敏

昨日去信攬炒派深水埗區議會主席楊彧，揭發該區區議會副主席伍月蘭

去年處理其議員助理伍寶芳申請區議會活動撥款時未有作出申報利益。

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伍月蘭作為區議會副主席知法犯法，嚴重違反議

員個人操守，涉嫌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民政事務總署應轉介廉政公署跟進，並收回區議會

撥款審批權，杜絕攬炒派繼續私相授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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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嘉敏昨日去信楊彧，揭發伍月
蘭未有在審核撥款申請時作出

利益申報。
信中指，伍寳芳為區議會撥款申

請團體輕鬆舞軒的指定負責人，然
而「伍女士未有在審核相關撥款申
請時（即本年1月15日的深水埗區
議會傳閱文件回條 ， 以及2020年
11月 26日的社區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作出申報 。根據《深水埗區議
會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準則》第8.1(a)
段：區議員（包括增選委員）須就
任何實際、潛在或表面上的利益衝
突作出申報。舉例說，在下列情況
下，區議員便應申報利益：區議員
在有關批准活動建議和遴選報價的
事宜上，有金錢或其他方面的利益
關係，或與提出申請／獲得區議會撥
款資助推行社區參與計劃的人士／機
構有關連。」
謝嘉敏促請深水埗區議會全體議
員備悉伍月蘭未有作利益申報，表
示民政處會按照《深水埗區議會常
規》第三十九條記錄在案。民政處並
就此曾向伍月蘭查詢她與伍寶芳的
關係，伍月蘭回覆時承認伍寶芳是
其兼職職員，但聲稱伍寶芳在工餘
時間為社區服務是「有她的權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晚曾嘗試聯絡

伍月蘭查詢，惟截稿前未獲回覆。

劉佩玉：應收回區會撥款權
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劉佩玉批
評，伍月蘭今次明顯涉嫌私相授
受，而她近年亦不時打壓非攬炒派
的區議會撥款申請，例如去年與攬
炒派否決撲滅罪行委員會的所有撥
款申請，甚至批出公帑予涉嫌宣揚
「港獨」活動的攬炒派團體。
劉佩玉強調，特區政府有責任為

公帑把關，不應再縱容攬炒派黑箱
作業，濫權謀私，應盡快收回區議
會的撥款權，並將違規行為轉交執
法部門跟進。

左滙雄：伍損區會信譽
經民聯九龍城區議員左滙雄指
出，根據《運用區議會撥款守
則》，區議員須就任何實際、潛在
或表面的利益衝突作出申報，包括
與提出申請區議會撥款者的關連；
而根據《區議員及區議會轄下委員
會成員操守指引》，區議員亦不應
做出任何損害其個人誠信的事情。
他批評，伍月蘭身為區議會副主

席，負責於區議會大會上提醒議員
作利益申報，今次竟隱瞞與撥款申
請人的利益關係，嚴重違反誠信，

損害區議會信譽。若伍月蘭蓄意不
作申報，或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罪，廉政公署應考慮介入調查。

李月民疑伍幫「自己友」呃公帑
「元朗監誓議會聯盟」召集人李月民
批評，伍月蘭身為區議會副主席，不
可能不懂申報利益，令人質疑其有意
幫「自己友」呃公帑，若民政處只轉交
予同屬攬炒派的區議會主席楊彧跟
進，等於讓攬炒派互相包庇，建議民
政事務總署公開譴責有關違規行為，
並交執法部門跟進，切勿再讓攬炒派
有機會監守自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
攬炒派在其把持的現屆區議會黑箱
作業，除了濫批公帑，更經常疏忽
職守，懶理民生。深水埗區議會社
區事務委員會原定昨日舉行會議，
卻因多名攬炒派議員集體「失蹤」
而流會，導致由攬炒派提出、邀請
警方向深水埗區議會介紹執法過程
等多項議程無法討論；有攬炒派區
議員則在昨日舉行的西貢區議會大
會上動議休會，聲稱要親身到場為
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47人
「打氣」，雖然動議不獲通過，惟
會議仍因人數不足而流會收場。
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何坤洲表

示，由攬炒派把持的深水埗區議會
社區事務委員會原定昨日上午9時
半舉行會議，惟直至上午10時，
委員會25名委員卻只有12人出
席，部分缺席攬炒派議員更不聽電
話，由於不足法定會議人數 13
人，會議被迫流會。
他指，不少區議會會議早前因疫

情取消，委員會工作進程本已落
後，攬炒派今次集體缺席，導致區
議會錯失處理民生事務的黃金時
間，十分可惜。
何坤洲並指，攬炒派雖然口說關

注民生，實質卻懶理區務，就連由
攬炒派提出的，旨在刁難警方的議
程亦缺席，希望市民要看清攬炒派
真面目。

聲稱親身撐「被捕47人」釀流會
另外，有攬炒派區議員則在昨日舉行的西
貢區議會大會上動議休會，聲稱要親身到場
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47人打氣。
因動議未獲通過，支持休會的攬炒派議員竟
在會上直斥開會的議員「問吓自己良心，係
咪政治利益或個人名譽先行」，最終會議仍
因人數不足而流會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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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謝嘉敏昨日去信攬炒派深水埗區
議會主席楊彧，揭發伍月蘭去年處理其議員助理伍寶芳
申請區議會活動撥款時未有申報利益。 信件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派沙
田區議員鄭仲恒、麥潤培及鍾禮謙近日在
社交媒體發文，聲稱會利用辦事處協助宣
傳「地區非牟利活動」，為店舖「日本貨
好友站」處理台灣鳳梨的訂購。政界人士
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區議員
辦事處領取政府津貼維持日常營運，必須
嚴格遵照有關指引及守則，即使三名涉事
議員聲稱是非牟利活動，但也不能排除過
程中有直接或間接的商業利益，因此民政
事務總署應嚴正調查。
內地海關總署早前宣布，為防範植物疫
情風險，自3月1日起暫停輸入台灣鳳梨。
鄭仲恒、麥潤培及鍾禮謙於3月1日在社交
媒體發帖，聲稱要「撐台農，吃台鳳
梨」，故提供辦事處予居民訂購「日本貨
好友站」的「台灣金鑽鳳梨」。
帖文指出，鳳梨的團購價為每箱港幣145
元，居民可親臨三人的辦事處或填妥網上
表格處理訂購，稍後會有專人提供付款及

取貨指示。不過，麥潤培其後疑似擔心違
反區議會指引，突然在facebook發帖稱：
「講明先：個團購活動是由馬鞍山之小店
提供。最重要係……我地（哋）辦事處沒
有地方交收架（㗎）啦……網上活動網上
了，我地（哋）辦事處係做地區事……好
忙。鳳梨等事message（傳信息）。」

民政處：議辦只可執行區會職務
沙田民政事務處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表示，區議員在申領酬金、津貼和開支償
還款額時，必須確保其申請符合相關指引的
要求。根據相關指引第二十三條，區議員須
確保其辦事處是用於執行區議會職務，而區
議員辦事處的日常運作亦須符合相關的原則
和指引。當區議員以開支償還款額舉辦活動
時，區議員須確保活動並無商業或牟利成
份，區議員、其職員、區議員或其職員的親
屬亦不得從活動中獲取利益。
沙田民政事務處又指，區議會秘書處至

今沒有收到鄭仲恒、麥潤培及鍾禮謙舉辦
鳳梨團購活動的有關開支償還申請。如區
議員的申請不遵從《酬津指引》的要求，
將不獲發還有關開支。
「沙田議會監察」代表、民建聯前區議

員王虎生表示，涉事區議員雖然聲稱是非
牟利活動及不會在辦事處內交收，不過，
區議會辦事處理應只提供區議會事務的服
務，不清楚他們協助「日本貨好友站」的
過程中會否牽涉提供其他服務，市民亦不
清楚背後會否涉及其他利益，因此涉事區
議員或違反指引。
「沙田議會監察」代表、民建聯社區主

任朱煥釗表示，近日接獲不少市民反映，
質疑三名涉事區議員利用受政府津貼的議
員辦事處經營團購牟利，涉嫌違反指引及
守則，特別是相關指引已列明，申請發還
款項中不能存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商業利
益，故「沙田議會監察」已要求民政事務
總署嚴正調查。

「黃區員」用議辦做團購疑違規

千錯萬錯都一定唔會係
黃絲嘅錯。話說海事處為
咗防疫，自3月1日起封
閉俗稱西環碼頭嘅西環公
眾貨運裝卸區，中西區區
議員葉錦龍就即刻撲出嚟

鬧海事處冇諮詢過區議會，仲話自己知道
措施實施得，已經分別搵咗海事處同民政
專員，要求佢哋暫緩相關措施，但仍然遭
到拒絕，睇落似乎想向黃絲證明自己有做
嘢喎。不過，「連登」同 facebook 專頁
「西環變幻時」都有網民話，疫情期間西
環碼頭仍然聚集咗唔少嚟「打卡」嘅市
民，而且經常留低垃圾，所以海事處最終
先會唔准公眾進入碼頭，叫葉錦龍唔好未
搞清楚就亂咁鬧人。
西環碼頭自3月1日起只准持有效安全卡

或工作證嘅人進入，葉錦龍見狀即刻喺fb
發帖，聲稱海事處喺未有諮詢當區區議員
同區議會嘅情況下，單方面推行影響區內
居民福祉嘅措施係不能接受喎。

譏葉「碼頭閂門使鬼諮詢你」
不過，唔少網民都對海事處封閉碼頭表

示理解，好似「黃型型」就話：「起卸區
係工作地方，唔係公園！車來車往好危
險……」「李露眉」仲駁返葉錦龍轉頭：
「一直都係海事處地方，（）家人地（哋）
關自己度（道）門洗（使）鬼諮詢你呀？」
「連登」同fb專頁「西環變幻時」亦分

別有網民指出，碼頭一直都係船主落貨做
生意嘅地方，但自從幾年前網上有人大力
推薦西環碼頭做影相「打卡」嘅景點後就
唔同晒，去年疫情爆發，唔少學生不但冇
留喺屋企，反而迫爆晒成個西環碼頭，仲
開始出現有人爬貨櫃、野餐留低垃圾、偷
竊影響船運、縱火、放四軸飛行器，狗隻
失足墮海等事件，令到好多船主都非常不
滿，街坊亦都覺得碼頭變得烏煙瘴氣，所
以海事處先會封閉碼頭，該網民亦平心靜
氣咁問大家：「就係咁大家思考一下，自
己成日話大陸（內地）細佬（路）喺地鐵
大堂屙尿（小便），點解唔諗下（吓）自
己冇執走垃圾同埋毀壞私人財產。」
唔少網民旋即都話自己「高質素」，係
其他「低質素」嘅香港人搞到西環碼頭
「變晒質」，「Rocky Lam」更話：「十
年前會自己一個去飲下（吓）啤酒，靜下

（吓），變景點之後已經冇去，讚（贊）
成封（閉）佢」「Tai Man Chan」就回覆
寸佢：「那個自我太大，自己永遠冇問
題，有問題永遠都係別人。」
原名葉鍵濠的商業電台節目主持健吾亦

加把口：「聽講香港人唔鬧得。鬧佢會問
你做乜鬧佢。明明係一個『不義政權』立
出嚟嘅『惡法』，公共空間就係唔應該有
規管，點知大家『左膠』唔去捍衛公共空
間，仲要話使用公共空間嘅人搞到今時今
日咁，佢哋係唔係blame the victim？」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民記將開「政道」課程
冀育愛國愛港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為
配合香港從亂及治的新格局，民建
聯早前提出「變革香港」，為特區
政府管治團隊提供政策建議。民建
聯副主席陳克勤昨日與傳媒茶敘時
宣布，民建聯將開辦名為「政道」
的治政理念研習課程，以配合「變
革香港」主題，為香港培育愛國愛
港、以民為本的管治人才。
陳克勤表示，香港近年經歷社會

動盪，若要令社會安穩，必須使人
民生活富足，因此治政者須有「安
民」的共同理念，才能應對世界局
勢變化，為香港開拓發展新方向。
為此，民建聯將於今年 6月舉辦
「政道」治政理念研習課程，培育
愛國愛港、以民為本的公共管治人
才，名額50人，為期半年。

陳克勤：建共同管治理念
他指出，今次課程有別於過往民

建聯或其他政黨舉辦的培訓課程，
並非從技術層面教授如何參政、打
選戰，而會着重講解治政理念，培
育從政者或官員建立共同管治理
念，發揮團隊力量，共同面對出現
的任何困難。
他表示，今次課程會面向全港各

界，歡迎建制派各政黨成員、特區
政府問責官員、企業高管或有政治
歷練的人參與，參加者毋須加入民
建聯，就算是曾為攬炒派成員，若
對方認同愛國愛港理念，通過遴選
後即可參加，相信各界會踴躍報
名。
談及舉辦課程初衷，陳克勤慨

嘆，有特區政府官員缺乏國家層面
思維，未有為香港把握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的機遇。他指，若大灣區發
展起來，北區正位處中心位置，惟
特區政府早前卻計劃把骨灰龕、堆
填區等厭惡性設施，建於毗鄰深圳
的北區，明顯欠缺配合國家發展的
大局觀，他早前向時任食環署署長
劉利群等官員反映計劃不妥，官員
仍堅持己見，稱所謂「堆填區不
臭」。他反問：「什麼人會將美麗
的廁所置於客廳中間？」
據悉，民建聯已邀請多名重量級

講者授課，包括前特首梁振英、運
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立法會
前主席曾鈺成、基本法委員會副主
任譚惠珠等，每周提供宏觀社會局
勢、分析香港未來發展及檢討施政
措施等課程，冀能透過平台凝聚有
志之士，為香港共建新出路。

葉錦龍盲插海事處 網民：封碼頭有理有據

●有住喺西環嘅網民話，港人呢幾年搞到西
環碼頭烏煙瘴氣，其實一早預咗會封閉碼
頭。 fb專頁「西環變幻時」截圖

●陳克勤昨日宣布，民建聯將於今年6月舉辦「政道」治政理念研習課程，培
育愛國愛港、以民為本的公共管治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伍月蘭 區議會網頁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