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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靠食血饅上位嘅
攬炒派區議員對權力嘅
慾望超乎一般人嘅想
像。大埔區議會下環
保、漁農、工商、食物

及衞生委員會負責處理大埔商舖舖面延
伸而引致阻街及環境衞生問題嘅工作小
組主席、攬炒派嘅陳振哲（機場大叔）近
日鬧同屬攬炒派大埔區議會副主席、環
漁會主席劉勇威做事時涉嫌繞過工作小
組，自把自為，覺得自己冇受到「尊
重」，所以主動辭去工作小組職務。劉
勇威亦不甘示弱，狠批陳振哲「一直橫
行霸道，氣焰囂張的作風，真係好大的
官威呀……」搞到一地花生。

陳振哲劈炮 劉勇威反擊
陳振哲日前喺facebook發帖稱，佢面

對最無奈嘅阻力原來唔係喺議會外，而
係出自其他攬炒派區議員，所以佢根據
「基本政治倫理」辭去小組主席一職，
「咁人哋就接番（返）手辦事啦！」、
「懂得甚（什）麼是尊重嗎？」、「基
本政治論（倫）理」。
原本唔知咩事，睇埋佢貼出嚟嘅辭職

信先知。佢就話係因為覺得工作小組入
面有「個別成員」一直持唔合作態度，繞
過工作小組做嘢，加上6月7日環漁會
主席劉勇威亦繞過工作小組，喺未知會
工作小組嘅情況下直接處理有關事務，
令佢認為自己被架空，冇晒面，所以發
老脾辭職唔做呢個（工作小組）主席。

佢仲同傳媒話，本身都同各政府部門開會溝通當
區有關問題，但喺唔知情之下，劉勇威電郵大家到
場視察，而呢個行為本身代表對方有意收回職權，
又質疑委員會主席如果想自行跟進議題，工作小組
好難運作，又話如果食環署約劉勇威，劉應向對方
說明有專責小組負責。
面對陳振哲嘅指控，劉勇威就好直白哋狠批陳振

哲「到底係邊個唔尊重邊個」，「吓，乜原來而
（）家委員會主席做事要請示屬會『小組主席大
人』先做得？」
佢之後仲爆大鑊，話陳振哲當日擔任大埔區議會

阻街小組主席期間，竟然可以喺從未開過一次會議
嘅情況下，去信讚賞食環署跟進阻街行為，又批評
佢用小組主席身份，迫自己撤回叫其他人去大埔墟
視察嘅信件，「你個小組要上委員會匯報㗎，唔係
你大哂（晒）的（㗎）。一直橫行霸道，氣焰囂張
的作風，真係好大的官威呀。」
網民「Hardwood Chunk」就留言話：「睇左
（咗）篇報導（道），的確係你（劉勇威）繞過左
（咗）工作小姐，劉生，呢個客觀陳述是否正
確？」劉勇威反駁說：「如你所言如區議會大會處
理環保問題就是繞過了環漁會而不能討論，甚至可
以強逼（迫）大會主席不給予討論，要求主席撤回
文件？我認為此說法十分荒謬。」

李志宏加入戰團嘲「大叔」
攬炒派沙田區議員李志宏就留言揶揄：「區議會

大會都繞（過）埋喎，不如同（繞過）埋民政（總）署
講？」唔少網民亦都覺得係陳振哲自己做騷。「Yy-
nam Lam」問：「委員會大定小組大？小組竟然可
以指揮委員會做嘢？呢個白頭老（佬）真系（係）
勁！」「Corrcian Chiu」說：「白頭佬都唔係第一
日扮大佬，搞到其他區既（嘅）人都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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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批違背區員職責 促政府處理宣誓效忠時須審視

攬炒煽612上街
政法界：涉犯煽集結罪

九龍城區議會昨日審議有關推動香港

國安法宣傳教育及多項影響民生的重要

議案，不過，多名攬炒派區議員竟於審

議議案期間逐一離去，令會議只剩全體

建制派區議員及區議會主席在席，在法定人數不足下流會。多名

九龍城建制派區議員昨日會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批評，

攬炒派區議員為阻礙香港國安法的宣傳工作的議案集體離席，違

背議員的職責，民政事務局日後處理他們的宣誓效忠時，必須審

視有關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本 港 新 聞A12 ●責任編輯：陳啟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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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煽民6．12上街手段
手段一：舉辦所謂「紀念活動」

「本土青年意志」

未知團體

手段二：擺設煽動街站

職工盟、
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

「醫管局員工陣線」

沙田區議員李志宏、
荃灣區議員陳劍琴

手段三：在社交平台煽動市民情緒

灣仔區議員梁柏堅

中西區區議員甘乃威
（民主黨）

南區區議員陳欣兒
（民主黨）

南區區議員俞竣晞

東區區議員麥德正（工黨）

油尖旺區議員賀卓軒
（「社區前進」）

屯門區議員張錦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於6月9日至6月21日期間於深水埗舉辦所謂「紀念活動」，場內設有所謂「歷史傳承」「延續
希望」和「集體行動」3個主題區，展示前年黑暴期間的照片，更不斷播放一段約10分鐘的音
頻，內容由前年遊行集會的呼喊聲、歌聲、前年8月31日港鐵太子站內的警報聲等拼湊而
成。該組織聲稱活動目的是「透過似曾相識的畫面和聲音，重新連結彼此以『抵抗政權篡改
歷史之行』」

於6月9日晚在獅子山頂展示由燈管砌標語，有參與者向法輪功旗下的《大紀元時報》聲
稱：「有什麼想講、想做，用你的方式去實踐。有的人相信街頭，就用你的方法街頭；你相
信文宣，就繼續用你的方法文宣。『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於6月9日在旺角擺設街站，並預告6月13日及14日也會擺設街站。職工盟幹事林小薇向
《蘋果日報》表示，擺街站的目的是希望市民「不要忘記『抗爭』之本」。早前被捕後獲保釋的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亦到場派傳單和發言，「呼籲」港人繼續在「打壓」下「守護抗爭記憶」

於6月9日擺設街站，聲稱「希望在未來的路上，繼續有大家的身影」

於6月9日於荃灣站擺設街站，向途人聲稱要「繼續堅持」

聲稱「走過兩年」、「是政府教我們和平是沒用的」

貼出前年黑暴期間遊行的相片，聲稱「保持憤怒」「絕不麻木」

轉發「紀念」黑暴兩年的報道，並稱「兩年了，希望各位仍然會堅持」

轉發「紀念」黑暴兩年的報道，並稱「希望大家都能一直提醒自己及身邊人繼續毋忘初衷」

轉發電子書《香港究竟發生了什麼》的下載網址，該書內容甚具煽動性，含有「『街頭』作為抗
爭的主戰場」「參選立法會：癱瘓政府運作和揭露打壓」等內容

貼出前年黑暴期間遊行的相片，聲稱當晚「煲底的『警暴』歷歷在目」

聲稱「不忘初心，堅持到底，香港人加油，煲底除罩相見」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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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氾
濫成災的黑
暴為香港社
會帶來沉重
打擊，不少
市民均對目

前穩定的社會環境倍加珍惜。不過，攬炒派
區議員近日紛紛以舉辦展覽、擺街站等手段
明裏暗裏煽動市民於本周六上街非法集結以
至「抗爭」，企圖鼓吹新一輪違法行動。有
政界及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雖然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令亂
港分子大為收斂，但部分人仍伺機煽動仇
恨、撕裂社會，企圖令黑暴死灰復燃。不
過，即使他們採用蠱惑的手段，企圖鑽法律
空子，但仍有可能干犯煽動未經批准的非法
集結。政法界呼籲市民明辨是非，勿被煽
動。
前年6月12日，立法會恢復有關修訂《逃犯
條例》二讀辯論。當日上午約8時，一批原先
於金鐘添馬公園一帶集會的攬炒派分子突然
衝出夏慤道與龍和道，展開所謂「佔領行
動」。約8時30分，有關人等「佔領」告士
打道及夏愨道六條行車線，至中午更進一步
「佔領」金鐘道全線。其後，暴徒衝破警方
防線，在進入立法會示威區後向警方投擲磚
頭等。警方其後以武力驅散。
多個攬炒派組織近日以修例風波兩周年的
名義，接連以多種方式煽動市民於6月12日
（本周六）非法集結。多名區議員更於社交平
台貼出修例風波期間的遊行相片，以較婉轉
的方式配文暗示市民繼續「抗爭」（見表），
企圖令黑暴重現，以爭取自己的政治本錢。
警察公共關係科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指，警方當日會在相關地點部署足夠警
力，迅速果斷執法。警方呼籲市民不要參

與、宣傳或公布任何未經批准集結及受禁的
群組聚集，並應避免聚集，減低病毒擴散的
風險。

丁煌：「擦邊球」亦可能犯法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

會副主席丁煌表示，涉事人等在「提醒」市
民回想修例風波相關的事件時，雖然以較不
明顯的方式鼓吹市民未來繼續參與某些特定
的遊行示威，如同在打「擦邊球」，但也有
可能干犯煽動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
他直言，在香港國安法的框架下進行有關活

動已踏入「紅燈區」，希望涉事人等盡快停止相
關行為，市民亦應明辨是非，特別是在疫情和
「限聚令」生效期間，不應參與大型聚集。

葛珮帆憂出現「孤狼式」襲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近日再有

人繼續煽動仇恨，企圖令黑暴死灰復燃，做
法非法危險。雖然不少市民在經歷黑暴後已
經看清亂港分子的手段，但有部分市民仍在
接受被扭曲的資訊，很可能被煽動上街。
她相信，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黑暴分子再難

煽動大批市民上街，但不排除他們會改為慫恿
他人發動「孤狼式」襲擊，加上警方今年檢獲了
大量爆炸品原材料，因此不能掉以輕心。

黃國健倡執法部門徹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破壞香港

的人不甘失敗，雖然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
度令亂港分子再難有搗亂空間，不過，他們
仍會不斷測試法例的「灰色地帶」和挑戰特
區政府的底線，並質疑相關組織的活動背後
或涉外國資金支援，建議執法部門主動調
查，以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昨日舉行的九龍城區議會大會原定
有16項議程，包括由建制派議員

提出要求加強推動香港國安法的宣傳
教育、要求加強推動基本法的宣傳教
育、要求增撥資源舉行國慶節慶祝活
動等議案；審議有關區內社區活動的
撥款，涉及超過400萬元；討論由攬炒
派議員任國棟提出，有關加強區內青
年勞工權益的建議。

藉口「陪市民到法院」缺席會議
在會議開始後，九龍城區議員麥瑞
淇即向秘書處稱自己要離開，並以
「陪伴市民到法院」為由，要求區議
會在會議記錄豁免其缺席。建制派認
為有關做法不合會議常規，並作出反
對。不過，該無理要求仍在攬炒派支
持下獲通過。
其後，會議進入審議有關區內社區活
動的撥款，建制派議員表態認為九龍城
區節應加入宣傳香港國安法、基本法及

國慶節等內容，多名攬炒派議員突然在
表決前逐一離席，令會議室僅剩10名建
制派議員及區議會主席蕭亮聲，令是次
區議會大會在多個議程未獲處理下，在
法定人數不足下流會。

左滙雄批攬炒派無責任感
經民聯九龍城區議員左滙雄表示，

麥瑞淇聲稱要「陪伴市民」到法院，
事實上是陪伴其助理、日前承認在愛
民廣場以噴漆噴上辱警口號、承認刑
事損壞罪的麥兆基，其他攬炒派議員
竟允許其以此為由缺席會議，顯示他
們公私不分，毫無責任感。
他狠批攬炒派阻撓特區政府在社區

推動香港國安法的宣傳教育等工作，
更令有迫切性的民生活動撥款無法處
理，嚴重癱瘓區議會正常運作，浪費
珍貴的議會時間以及大量公帑，毫無
責任感，他建議民政事務局在處理他
們的宣誓效忠時，必須審視有關情

況，要求他們作出解釋。

何顯明促配合宣國安法工作
自由黨九龍城區議員何顯明表

示，攬炒派早前強行修改九龍城區
議會的會議常規，令議程在流會後
不會再獲討論，惟是次大會多個未獲
討論的議程，包括加強基本法、香港
國安法的宣傳教育等都有利於社區和
諧共融，非常重要，故他與各建制
派議員會繼續在區議會提出有關動
議。
他更點名批評攬炒派議員任國棟在

自己提出討論有關青年勞工權益的議
題後沒有參與討論，行為極不負責
任，而一眾攬炒派區議員更長期濫用

職權，把特區政府及香港國安法妖魔
化，期望特區政府能主導在社區有效
開展香港國安法的宣傳教育工作，並
敦促區議員要配合有關工作。

林德成批漠視民生違背職責
民建聯九龍城區議員林德成表示，

是次大會提出的舉行國慶節慶祝活
動、宣傳香港國安法等議案，關係市
民能否知法守法、加強國民身份認
同，影響深遠。攬炒派區議員通過
「集體失蹤」來阻撓，反映他們明顯
漠視民生，違背議員職責，促請特區
政府要跟進有關情況，並必須在處理
區議員宣誓時審議其誓言是否與其過
往言行不符。

香港文匯報訊 攬炒派北
區區議員陳惠達日前於社交
網站煽動市民參與非法集
會，更派發相關物資，涉嫌
有違公職人員身份。市民團
體「北區論壇」昨日到政府
總部，向民政事務局遞交請
願信，要求局方嚴查事件，
確保公職人員擁護國家及香
港特區。
團體昨日表示，陳惠達

上周的帖文雖然言辭隱
晦，但明顯是宣傳、煽動
公眾參與未經批准的集
會，極有可能觸犯香港國
安法。
事後，陳惠達於發布後迅

速刪除，行為閃縮，更令人
質疑他是否真正擁護基本法
及效忠香港特區，希望民政
事務局徹查事件，檢視陳惠
達是否符合宣誓條件。

團體促民政局徹查區員煽暴

●團體「北區論壇」成員昨
日到政總請願，要求民政
事務局嚴查北區區議員陳
惠達涉嫌煽動市民參與非
法集會。
大文集團全媒體記者 攝

●九龍城區議會會議昨日於攬炒派區議員集體離席下導致流會。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