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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草峯靠市長姐夫特權逃澳
利用胞姐裙帶關係 防疫封國仍獲澳洲政府發旅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涉違反國安法等九宗控罪的逃犯、民主黨立法會前

議員許智峯自去年底潛逃到英國後，日前在社交平台fb

宣稱會與家人轉往澳洲定居，並繼續「打國際線」。

《大公報》昨日報道揭露，許智峯在防疫封國的情況

下，被澳洲政府准以特權入境，獲得澳洲政府簽發有效

期12個月的旅遊簽證，疑是利用其胞姊許倩怡（Fiona Hui）及任職南澳

市長的姐夫邁克爾（Michael Coxon）的特別關係，令他成功避過香港警

方緝捕。據了解，許智峯的胞姐曾於去年在澳洲舉辦反中活動籌募捐款，

支持香港黑暴，其姐夫亦支持撐黑暴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海關
上周二在西貢南圍村進行冚毒行動中，
拘捕資深男藝人吳耀漢的54歲女兒，並
檢獲市值100萬元的大麻。前晚，海關根
據調查再度掩至南圍搜查另一村屋，檢
獲少量大麻並拘捕屋內52歲女子。消息
稱，被捕女子為吳耀漢的另一名女兒。

警破門入屋傳女子叫聲
據了解，吳耀漢與家人在西貢南圍村

兩間村屋居住多年。前晚約10時，海

關就早前的大麻案進一步調查後，再派
出約10名關員掩至南圍村另一間村屋
調查。警員破門入屋期間，一度傳出女
子呼叫聲，但未幾回復平靜。關員在村
屋內經搜查，檢獲約21克懷疑含大麻
的茶葉及約2克懷疑草本大麻，拘捕52
歲女子。據悉，她是吳耀漢的另一名女
兒。
關員調查期間，吳耀漢夫婦及早前捲

入大麻案獲保釋的54歲女兒在現場了解
情況並安排律師到場協助，其間戴cap帽

和以黑布掩面的吳耀漢迴避記者鏡頭。
昨日凌晨1時許，關員完成初步調查程序
後，檢走涉案證物及將女疑犯帶走。
該宗大麻案始於海關上周一在一個由

加拿大寄往西貢南圍村的郵包內發現大
麻花，上周二關員「放蛇」送郵包到收
件村屋調查，當54歲女子簽收郵包後將
其拘捕，同時揭發村屋內有大麻種植
場，檢獲13株種植大麻及一些含大麻花
的朱古力製品，相信主要在本地社區出
售，總市值約1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服裝品牌H&M、BURB-
ERRY等品牌發表不採購新疆
棉花聲明後引發抵制潮。繼多
名兩岸三地藝人宣布與相關國
際品牌終止合作後，香港有政
界人士表明會停用或停買有關
品牌的產品。昨日，有團體到
相關品牌的總部請願，要求負
責人道歉及呼籲市民罷買。
香港團體「公民力量」主席

潘國山、成員李梓敬及黃嘉榮
昨日到H&M總部請願，要求
H&M負責人道歉及呼籲市民
罷買。李梓敬表示，H&M對
中國作出無理指控，其傲慢無
知的態度與刻意抹黑中國政府
施政之心顯露無遺，所為絕對
不為任何華人所接受，呼籲全
港市民罷買該品牌任何產品，
以免為虎作倀。
潘國山表示，H&M此舉既

干預全球商業市場的公平貿易
外，更嚴重傷害中國的國際形
象，而H&M有以上言論，乃
跟隨美國反華政策而行，以粗
暴無理手段干涉中國施政並抹
黑人權情況，呼籲H&M向全
球華人道歉，並糾正錯誤。

葉劉停用BURBERRY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日前在社交媒體表
示，由於BURBERRY對新疆
作出失實及無理指控，因此決
定即時停買及停用其產品，直
至他們道歉或撤回指控為止。
葉劉淑儀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表示，已決定停買及停用牽
涉「新疆棉風波」的品牌產
品，但不認為需要採取進一步
行動，包括銷毀有關產品。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鈺）黑暴風氣於
部分大學橫行，自去年
底起，有中文大學學生
於校園發動「唔 show
證」的所謂「不合作運
動」，多次暴力衝擊保
安崗位及辱罵保安人
員，更有人向保安潑灑
不明粉末涉襲擊被捕。
中大前日向全體學生發
信，強調會嚴厲懲處相
關違規者，嚴重者可被
大學開除學籍。校方昨
日補充，已根據學生紀
律程序對9名違規學生
作出處分，包括發警告
信及記過。
為應對校內非法活

動，中大於2019年 11
月起實施校園出入管理
措施。近月，有人煽動
中大學生進行所謂「不
合作運動」，包括拒絕
出示學生證件，更以粗
言辱罵在出入口站崗的
大學保安，甚至對其進
行身體攻擊。中大昨日
表示，截至2021年3月
25日，大學各書院紀律
委員會已對相關違規學
生作紀律處分，包括發
警告信予8人，另有1
人被記過及須於畢業前
完成義務工作，此外另
有4名學生的個案正跟
進中。
中大重申，學生需要

對其違紀行為負責，而
大學九間書院及研究院
已就學生違反校園出入
管理措施的懲處達成共
識，加強協調及執行紀
律處分。校方希望學生
珍惜在校園學習的機
會，履行中大成員責任
並遵守校園規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後，香港選舉將迎來新局面。行政會
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在電台及
facebook表示，香港整個政治藍圖會重新劃
分，建制及「泛民」兩大陣營要集中票源，
推選最多人接受、代表主流意見的候選人，
以減少激進分子進入議會的機會，對立法會
議政會是好事。

料建制獲半數直選議席
葉劉淑儀表示，若立法會選舉在年尾舉
行，相信建制派勝出一半地區直選議席的機
會很大，但屆時社會氣氛不會大幅改善，市
民怨氣仍然很大，相信不少人仍希望議員嚴
厲鞭撻政府。
對有人聲稱，完善選舉制度後會「收窄」「民

主派」的空間，葉劉淑儀認為，屆時非建制派會
派「素人」參選，以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一關，因此議會內的反對聲音不會消失，並相信
日後會出現忠誠反對派。
葉劉淑儀直言，現行的選舉
主任機制存在很大問題，情況
並不理想。她認為，改由地位
超然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
會，無畏無懼作決定是好事，
同時，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的成員地位必須是比較超然、
沒有參選打算、有法律知識和
沒有政黨背景，最好由中央任

命，可以減少利益衝突。
她說，政黨本身也需要儲備人才，希望選委

會將來可補充立法會欠缺的人才，例如金融
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銀行、保險、
金融行業，但目前立法會金融界議席主要來自
證券業及交易所代表，因應金融發展如金融科
技，立法會應補充相關行業人才；資訊科技界
也一樣，目前只有資訊科技業界代表，將來應
補充生物科技、醫療科技等人才。

批西方抹黑虛偽雙標取態
有部分西方國家借機抹黑中央是次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葉劉淑儀批評這是虛偽、雙重
標準的取態。她說，不少國家經常會調整選
舉制度，舉例美國眾議院早前通過「為人民
法案」、美國佐治亞州亦提出改革選舉體
制，而這些國家以選舉程序去界定一個地方
是否民主，是很膚淺的想法。
葉劉淑儀日前出席印度媒體主辦的視像會

議時，由於不滿台灣地區代表
稱呼台灣為「國家」以及誣稱
「武漢肺炎」，而離場抗議。
此舉獲得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點名稱讚。葉劉淑儀昨日表
示，感激國台辦的讚揚，並形
容這是「無意的收穫」，並強
調自己在答應參與研討會前，
並不知道同場會有「台獨」分
子。

海關搜屋拘吳耀漢二女檢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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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二海關在吳耀漢的54歲女兒村屋
內檢獲13株大麻及含大麻花的朱古力製
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棄保潛
逃的攬炒派政棍許智峯，早前以「打國際
線」為由潛逃英國，日前又疑透過裙帶關
係獲澳洲政府准以特權入境。多名政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許智峯
禍害香港年輕人後自己利用特權走佬，並
狠批澳洲當局存心包庇罪犯，其聲稱的所
謂重視法治根本是虛有其表。

澳稱重視法治虛有其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許智
峯過往的所作所為已經能夠視為漢奸，
批評他畏罪潛逃到澳洲定居。她認為澳
洲作為「五眼聯盟」之一，在特殊情況
下仍批出旅遊簽證予許智峯，相信是政
治考慮，不排除他們是想利用許智峯作
為棋子，打擊中國發展。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許智

峯身負多宗罪行，但仍能以特權獲取澳
洲簽證，反映他一直與外國勢力有聯繫

及勾結。她批評澳洲政府的做法是存心
包庇和窩藏罪犯，是公然挑戰中央對香
港的管治權，認為特區政府要繼續追查
案件，將許智峯及其黨羽一網打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批評，香港

有不少年輕人被許智峯煽動而犯罪，許
智峯如今卻拋棄「手足」潛逃澳洲定
居，十分不負責任。她並批評澳洲政府
的做法是罔顧法律基礎，又質疑一向自
稱重視法治的澳洲是虛有其表。

許智峯早前頻頻在fb暴露行蹤，打造打
國際線的形象。他在月初聲稱「哪裏

要人，就去哪裏」，結果由英國逃往澳洲，
並獲澳洲政府簽發有效期12個月的旅遊簽
證。他入境澳洲後在北部的達爾文市隔離14
天，日前再發帖聲稱到達澳洲南部阿德萊德
省（Adelaide）。
許智峯早前接受反中外媒訪問時堆砌了不
同的藉口美化自己由英國「轉戰」 澳洲，
例如要填補當地空缺、游說澳洲政府對北京
及香港進行制裁云云。許智峯還透露，會在
阿德萊德省找長期住所及為子女找學校，他
甚至說「申請庇護是我最後的選擇」。
《大公報》引述消息指，許智峯落腳澳洲是
投靠其胞姐及任職市長的姐夫，在澳洲有政界
裙帶關係下，許在疫情封國時，獲特權以旅遊
簽證入境澳洲。《大公報》記者追查發現，早
在2017年，許智峯已透露在澳洲居住的胞姊
回港慶祝父親60歲大壽。許智峯在fb亦不時
與Fiona Hui聯繫，Fiona Hui在2017年訂婚
時，許智峰曾公開送上祝福。

胞姊與澳反華政客關係密切
事實上，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等9控罪的

通緝犯許智峯竟獲澳洲政府豁免封國限制並
批准簽證一年，已引起澳洲華人及港人嘩
然。但澳洲國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主席帕特
森（James Paterson）為許辯護，聲稱移民

政策是澳洲國內主權議題，並歡迎許智峯。
Fiona Hui在帕特森fb留言中感謝他發聲。
現職南澳洲大學職業顧問的Fiona，不時與
帕特森聯繫，Fiona去年12月感謝帕特森提
出封鎖中國手機應用程式微信、TikTok及
孔子學校。

撐暴為名吸金 捐落個人PayPal
Fiona被指以撐暴為名吸金，在2019年稱

被香港的連場「反修例運動」感動，在澳洲
發起製作《世界與香港站在一起》視頻，需
一萬澳元資金，並發起網上募捐，未幾，有
自稱是Fiona的facebook朋友，指責她以私
人名義叫人捐錢落個人的PayPal account，
做法相當可疑，質疑有人欺騙海外華人而獲
取個人利益，要求Fiona交代已籌得7,000多
澳元的捐款用途，Fiona辯稱團隊成員有身
份包袱，承認做事的透明度不足，感到抱歉
云云。
經此一事，Fiona並沒有停手，更於去年5
月成立聲稱協助港人融入澳洲當地生活的組
織「南澳香港文化協會」，網站鼓吹捐款，
繼續「吸金」。
Fiona的丈夫邁克爾2018年當選阿德萊德

省的西多倫士市（West Torrens）市長至
今。該名南澳市長雖無加入政黨，但他支持
太太前年發起所謂「世界與香港站在一起」
的撐港黑暴活動。

政界批澳存心包庇 不負責任罔顧法律

●葉劉淑儀（中）表示，香港
整個政治藍圖會重新劃分。

● 葉 劉 淑 儀 表 示 ， 由 於
BURBERRY對新疆作出失實
無理指控，因此決定即時停買
停用其產品。葉劉淑儀fb截圖

◀ 張國鈞早前
曾發帖譏許智
峯 當 日 聲 稱
「邊度要人就
去邊」，現時
卻竄逃澳洲，
證明英國「手
足 」 都 不 要
他。

資料圖片

▶許智峯入境澳
洲後在北部的達
爾文市隔離14
天，日前再發帖
聲稱到達澳洲南
部阿德萊德省
（Adelaide）。

許智峯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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