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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援黑暴的「星
火同盟」眾籌資金
8,000萬元，被揭發大
部分捐款被用作私人
投資自肥，警拘4人及
凍結銀行戶口約7,000
萬元。

2. 警方調查TG 頻道「開掛之達人」一案時，發
現有人自2019年9月在網上以資助逃台「義士」
生活為名發起眾籌，最少籌得63萬元，但有人疑
將部分捐款轉入名下賬戶當「私己錢」。警方以涉
嫌「洗黑錢」罪拘捕一名男子，凍結其45萬元。

4.「好鄰舍北區教會」15個
月內籌到2,700萬港元，惟
在網上宣稱籌得 890 萬
元，警方懷疑有人隱瞞
1,800萬元，且戶口部

分支出與其聲稱的
籌款目的不符，

堂主陳凱興被
警方通緝。

5.棄保潛逃的攬炒政棍許智峯
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被通緝，警方懷疑他挪用眾籌款
項，並利用親人戶口處理涉案款
項。

6.網台主持「傑
斯」尹耀昇以「千個

爸媽，台灣助學」名義
眾籌1,400萬元，警方懷

疑約有700萬元被人私吞
作投資。

7.小學老師楊博文因襲
警被判囚 9 周及被炒
魷，他隱瞞與家人名
下有兩個估值超過
1,300 萬 元 的 住
宅，以助解財困和
為父治病為名眾
籌50萬元，最終
籌得587萬元，
警方懷疑有人利
用大眾同情心騙
取金錢，並掩飾
非法資金來源。

3.「學生動源」前召集人鍾翰林
被控兩項洗黑錢罪。控方指他管理
的專頁帖文附有由他開設的戶口連
結，並從戶口共接收近70萬元，相
信涉及眾籌，而資金流動與其學生
背景完全不相符。

被捕女子姓吳（25歲），任職康文署屯門大
會堂場地助理經理，涉嫌洗黑錢罪名。兩

名在逃男子，分別為吳女的29歲姓林男朋友及
20歲姓區城大學生。案中涉及三個銀行戶口，
其中兩個眾籌戶口，均以公司名義開戶，由
林、區二人擔任董事及戶口持有人，另一個私
人戶口則由吳女和姓林男友持有。

兩男主腦逃美半年扮在港
3人均為facebook專頁的「香港自由之書」的主
腦，其中林、區二人去年8月已潛逃往美國，但
仍假扮在港發訊息，聲言與手足「共同進退」云
云。

據了解，涉案的「香港自由之書」face-
book專頁於 2019年修例風波後成

立，經常發布煽動仇視政府及
警方的訊息，成功吸引「黃

絲」眼球，後來又以幫「手足」購買裝備、支援
「手足」生活費或醫藥費，以及資助潛逃外國的
「手足」生活費為名發起「義賣」或眾籌，並在
網頁公布兩個公司戶口號碼作眾籌收款用途。
不過，調查發現該網頁圖文並茂宣稱的「手

足慘情」、「警暴受害人」等故事，均是憑空
杜撰及自編自演，卻博得眾多「黃絲」支持及
捐款。除了眾籌外，3人還請「義工」擺街站搞
「義賣」掠水。
警方初步調查顯示，涉案兩個公司戶口由

2019年8月至去年12月期間合共收取208萬元，
其中部分款項轉賬至吳女和男友的本地個人銀行
戶口，該戶口另有250萬元款項來歷不明。更離
譜的是，涉案款項被人挪用作私人消費，包括購
買名牌手袋及電子產品、找卡數等，甚至拿來炒
股票。警方還發現，部分資金亦轉賬到其中一名
在逃疑犯的海外個人銀行戶口，疑用作海外讀書

進修之用。警方認為案件亦涉
嫌干犯欺詐罪。
警方於昨日採取行動，在元朗

八鄉拘捕姓吳女主腦，並檢獲約4
萬元現金、電話、銀行文件等證物，
凍結涉案銀行及證券戶口內合共27萬
元。警方通緝兩名在逃男主腦，並追查
涉案資金去向及總金額。
毒品調查科財富調查組主管高級偵緝督

察勞逸雋表示，由於有關捐款用途明顯與
專頁內所宣稱眾籌目的不相符，已涉嫌干
犯欺詐罪，當利用戶口處理這些屬於犯罪
得益時，則有可能觸犯「洗黑錢」罪。
他提醒市民，隨着互聯網及社交媒體迅

速發展，網上出現林林總總的眾籌活動，
但市民難以掌握充分資料及核實相關原
因，呼籲在捐款前要小心，以免受騙。

「我哋家同大家講，好多手足都好唔掂啊！」
「大家行動未？」這些，是涉案「香港自由之書」
facebook專頁的開場白。據悉，疑犯為求打動「黃絲」
課金，以專人頻頻圖文並茂更新「手足」的「悲慘故
事」，且故事和道具層出不窮，直至去年底及今年
初還在推銷「警暴受害人」的故事，甚至搵「女戲
子」披上「光時旗」，以謊言製造謊言，編造她是
在新屋嶺扣留中心「被打到坐輪椅」的女「手足」，
又上載捐款受益人的「感謝信」等。這些「虛擬故
事」，令騙徒收錢收到手軟。
據悉，警方調查發現有人其實只是跟網上新聞及

謠傳作為參考藍本，去撰寫一些所謂感受及杜撰一些
「手足」角色。雖然「新屋嶺集中營」早已被證實

是黑暴謊言，但該網頁去年12月4日貼出一
名20歲叫「小光」女子的個案，聲

稱她曾被拉入新屋嶺，逃跑後
被捉回及打腳，至今仍需
坐輪椅。文中，「小
光」披上「光時
旗」，又自稱
已「逃亡」

海外，因為無收入及醫療費，應專頁
所託呼籲大家踴躍支持義賣捐款。
該專頁還不時貼出所謂「手足」

的「受傷治療」圖片來「博同情」兼
「佐證」有關捐款用途，其中一
張「手足」背部似出紅疹的相
片，其帖文則指稱是受害人由
「香港自由之書」的人陪同覆
診，又稱該「手足」被警員踩傷引
發敏感，並指「醫生話最少半年先
可以斷尾」。此外，專頁經常出現
義賣籌款及呼籲市民捐款訊息及圖
片，差不多每隔數日便有一次。有人
將聲稱受益的「手足」就診的單據上載到
網頁，惟單據上大部分資料被遮蓋，根本
無法得知其真假。●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扮傷扮癱冇句真 塗污單據呃課金

●●高級偵緝督察勞逸雋交高級偵緝督察勞逸雋交
代偵破黑暴眾籌騙案代偵破黑暴眾籌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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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騙徒徒「「扮癱扮癱」」。。
fbfb截圖截圖

●●騙騙徒徒「「扮殘扮殘」」。。
fbfb截圖截圖

●「香港
自由之書」在
facebook 專頁頻繁
呼籲眾籌支援「手足」。

fb截圖

●「
香港自

由之書」搞

「義賣
」。

fb截
圖

「
香
港
自
由
之
書
」扮「
警
暴
」賣
小
強

黃
絲
女
公
僕
落
網

涉
作
故
掠
460
萬

黑
暴
炒
股
買
名
牌

��

�

「黑暴」搞網上眾籌斂財自肥頻露醜惡面目，惟「死忠黃絲」仍不停

獻金養「老千」。警方昨日拘捕一名康文署女經理，她涉嫌和男友及一

名城大生借facebook「香港自由之書」平台，自編自導「警暴」及「悲

情手足」的故事，以籌措生活費及醫療費為名發起眾籌，涉款460萬

元，惟他們將款項拿來炒股和買名牌，一邊高喊與「手足」「齊上齊落」，

另一邊廂卻過着富貴生活，兩名男同黨更早已潛逃離港，拿着眾籌款項在海外進修。警

方正通緝兩名男主腦，並追查資金去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立法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
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小組
委員會昨日舉行首次會議，對配套立
法、加強解說等落實人大決定工作，進
行討論、部署。中央設定香港新選舉制
度規則、為香港帶來長治久安之後，市
民對改善民生、重振經濟擁有了更高的
期盼，近期民建聯、工聯會等提出的變
革建言，在本港引發熱烈討論，這是民
意的反映，是值得高興的好事。本港當
前需要的，不僅是要提出問題，更要拿
出解決辦法、領導改革，這對政府高層
和建制政黨的管治能力、吸納人才及做
好人才儲備是全新的挑戰。「愛國治港
者」要勇擔領導香港變革重任，提升能
力、廣納英才，方能無負新時代。

香港近期湧動着一股呼喚變革、大膽建
言、發展香港的春潮。建制大黨民建聯倡
議「變革香港」、開辦「政道——治政理
念培訓課程」提升愛國者管治能力；工聯
會提出「新時代、新工運」綱領，工聯會
會長吳秋北近日發表的「安得廣廈千萬
間」一文，指新工運就是要發動變革的力
量，督促政府提高土地儲備、打破資本定
律、用地於民，相關建言引發熱議；民建
聯會務顧問、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呼籲愛
國治港者要有勇氣、有能力去參與香港管
治，秉持以民為本思想，想方設法解決日
益尖銳社會問題，並撰文倡導提升公有私
營市場佔比、稅制變革改善二次分配促進
公平；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媒體
發文：不要低估中央全面解決香港問題的
決心，這是香港最後機會了，為了香港的
下一代，我們要洗心革面，要有刮骨療毒
的勇氣。

這些變革香港的建言，都展現出願香

港前行更美好的主人翁態度和作為，實
際上也是市民對「愛國者治港」原則確
立後，希望香港有一番新氣象的民意體
現。這種民意是香港變革的希望、改革
的源泉、重要支持力量，廣大市民已不
滿足於管治者僅僅提出問題，市民期盼
的，是有足夠能力、能破局創新、領導
改革的管治者。

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建制政黨，現
在都需要問自己：是否有足夠的管治能
力？是否能吸納治港英才、做好人才儲
備與培養？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近日
對媒體表示，中央政府對香港期望較香
港市民更高，亦知道香港出現什麼問
題，領導人在這個方面訊息好強，中央
政府不容許將來在政府當官或參政的人
「Hea做」。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近日表
示，最能改善管治質素者，仍然是特區
政府的主要成員，即特首、各司局長、
甚至是公務員的領導層、中高層，並點
出港英時期留下來的規矩，限制公務員
在框架以外思考的問題。政界中人的這
些感受、思考，確實值得眾多治港者討
論、反思，並切實有行動、見改變。

香港建立新的民主選舉制度之後，
「泛民」只要不逾越國安法法律紅線、
接受新選舉制度規則，不是沒有政治參
與空間，這將讓更多有能者加入政府。
近期，許多有識人士對愛國管治者的能
力提出很多思考，如認為應有政治判斷
能力、把握大局能力、體察民情能力、
推陳出新能力、前瞻跨界能力、協同作
戰能力等，這些思考、建言值得政府和
建制政黨認真吸納，並在提升能力、培
養人才上作出部署和安排，勇擔領導改
革重任，不負民意、不負時代。

治港者需提能力儲人才領導變革
本港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開展已一個月，截至

前日累積42萬人接種，僅佔全港人口不足6%，進
度並不理想。接種疫苗達至群體免疫，是本港重啟
經濟、民生復常的希望所在，也是保護市民身體健
康的重要手段。政府在做好接種疫苗的宣傳解釋工
作，提升市民信心的同時，也應參考其他國家和地
區的經驗，積極增加內外誘因，吸引市民接種，務
求盡快達至群體免疫。

愈多人接種疫苗，就能愈快控制疫情，這個道
理十分淺顯。但現實是，一些市民對疫苗的副作用
存在誤解，將個別人接種後出現身體問題都歸咎於
疫苗。加上本港第四波疫情近期逐漸受控，有一些
市民於是覺得沒有接種的緊迫性，轉為觀望。但接
種疫苗建立群體免疫是真正戰勝新冠病毒的唯一手
段。用內地專家張文宏的話說，疫苗是世界重開的
唯一渠道。積極接種疫苗，既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
人，也是一種社會責任和義務。

面對接種速度遲緩，食衞局局長陳肇始早前表
示，政府會探討吸引巿民接種疫苗的誘因，包括在
接種疫苗後放寬部分處所限制和社交距離措施、恢
復與內地通關和方便國際出行的可行性。綜合而
言，可以從以下三方面提升接種的誘因。

第一是開放更多人群接種。政府一開始主要開
放給長者接種新冠疫苗，但長者長期病患較多，自
然有較高比例的人在接種後出現病情反覆，從而放
大了疫苗的副作用，打擊了社會對疫苗的信心。政
府早前已經將接種範圍擴大至30至59歲人士，專
家更建議可以放寬至16至29歲，相信年輕組別的
人接種後較少出現健康問題，有利市民重建對疫苗
的信心，令整體接種率有所提升。

第二是以放寬防疫措施作為接種誘因。本港目
前仍然有個別行業未能正常營業，食肆的營業時間
和每桌人數仍受限制。但已接種完兩劑疫苗一段時
間的人士，理論上建立了自身的「防護盾」，是可
以放寬對這些人的限制。例如讓接種疫苗的學生恢
復面授課堂，讓仍關閉的處所可接待完成接種人士

等等，均能增加誘因。本港經濟面臨前所未有困
境，失業率處於高位，若大家明白到接種疫苗後可
以逐步放寬限制讓經濟活動恢復，自然可以大大刺
激接種熱情。

對此，社會上部分人抱持反對意見，認為不應
該將接種疫苗和放寬限制掛鈎，云云。這種想法違
背常理，而且不具有建設性。世界各地都廣泛以放
寬限制作為增加接種的誘因，接種率最高的以色
列，正正就是因為他們推出「綠色通行證」，給完
成接種者恢復正常生活，而沒有「綠色通行證」人
士，就連外出用餐也只能在戶外進食。為何唯獨香
港就不能將接種疫苗與放寬限制掛鈎呢？我們也要
反問這些事事反對的人士，本港已經經歷四波疫
情，現實告訴我們，疫情未徹底清零，一旦放寬就
會反彈。這些人既要放寬限制，又不願意履行社會
責任接種疫苗，請問有何辦法防止疫情再爆發呢？
這明顯是一種不負責任和沒有建設性的態度。

第三是盡快與內地和周邊地區協商，讓完成接
種的市民可以免檢疫跨境出行。港人熱衷外遊，而
疫情下絕大部分市民已經一年多沒有離開香港，恢
復免檢疫通關是對市民最大的誘因。統計顯示，過
往每日有超過70萬人往返本港和內地，這些人在
過去一年深受隔離之苦，如果可以與內地建立接種
後免檢疫通關，肯定有相當一部分人會馬上接種疫
苗。歐洲已經密鑼緊鼓推出「疫苗護照」，新加坡
和澳洲及馬來西亞等地也在商討類似安排，本港作
為國際城市，在這方面不能落後於人。

全球率先接種疫苗的美國、英國、以色列等國
家，已經紛紛制定達至群體免疫和社會復常的時間
表。內地也正以每日800萬劑的速度加快接種，務
求在未來數月達至群體免疫。反觀香港如果以現時
的速度接種，要到明年初全社會才能有一半人口接
種，情況殊不理想。特區政府一定要急市民所急，
及時放寬接種人群和制定內外的激勵誘因，從而提
升接種速度，訂定清晰的接種時間表，讓市民盡快
看到社會復常的希望。

增加誘因加快接種 盡快達至社會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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