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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黑暴分子飽食遠
颺，曾在修例風波期間
在多區開店向黑暴分子
售賣頭盔、眼罩及防毒
面具等暴動裝備的「國
難五金」的負責人、

「熱血公民」前成員李政熙，昨日在face-
book直播中稱，自己已於今年4月移居台
灣，更直認自己在修例風波期間供應了大量
裝備予佔據中文大學及理工大學的「示威
者」，更聲言香港沒有需要「抗爭」，而是需
要「戰爭」云云，但呢番說話由走咗佬、食盡
人血饅頭嘅人把口講出嚟，真係何其諷刺。

暴徒坐監 李買新車 冚家富貴
喺修例風波期間，大批全副武裝的暴徒先

後嚴重破壞及佔據中大及理大校園，其後，
警方在兩大校園搜獲數千枚未使用汽油彈和
爆炸品。李政熙昨日在直播中聲稱，自己當
時供應了大量裝備予中大及理大的「示威者」。
已遠颺台灣的他做其「冷氣軍師」，聲言香港

「沒有需要抗爭」，而是需要「戰爭」云云。
他其後進入「正題」，稱自己沒有當地居

留證，需要以現金一筆過繳付一年租金在當
地租屋，想繼續食人血饅頭。
去年，李政熙就俾前員工透過facebook

專頁「國難先生手記」連環爆料，話喺中大
事件中，李政熙喺通訊群組度呻話「間間大
學都走來搵我叫救命」，仲鬧嗰啲人「物資
唔準備，心態都唔準備」，揶揄佢哋「除咗
戰死都真係冇其他下場」喎。後來，「國難
五金」另一負責人「S小姐」將自己同幾個
「國難員工」合資買嘅物資送咗去中大現

場，事後班唔知情嘅中大暴徒多謝李政熙，「李政熙
竟然無恥自認物資係佢贊助出嚟嘅。」
爆料人當時仲話，「國難五金」至前年11月底盈

利70萬元，全數入李政熙袋，「相信一部分被李正西
（熙）太太响（前年）12月初帶去紐約作為三母子嘅
生活費，否則，住公屋嘅李正西（熙）邊有錢換新車
同供三母子去紐約生活讀書生仔？」
親「熱狗」嘅facebook專頁「顥魄砌機」亦踢爆過「國

難五金」賣20蚊一個口罩，仲話同一口罩喺其他地方
都係賣緊99蚊5個，即係仲平李政熙1蚊。其後，
攬炒派嘅維多利亞社區協會、灣仔區議員李永財同
「國難五金」合作賣口罩，將原價三百幾、炒價都不過

四嚿水嘅3M嘅防毒面具加埋濾棉
組合式濾毒罐要賣成500蚊，結果
好快俾人發現並鬧爆佢哋食水深，
結果係匆匆刪帖當冇事。
賣裝備得把口煽人衝嘅就盆滿缽

滿拍拍籮柚走咗去享受，「癡心錯付」
買裝備嗰班就輪流咁接受法律嘅制
裁，其實已經係「黃絲」圈子嘅新
常態呢！●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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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早前表示會爭取未來一個月內
安排區議員宣誓，預計部分攬炒派區議員
將被取消資格（DQ）。大埔區議員周炫
瑋昨日在個人社交網站宣布辭職，並於7
月15日生效。不過，同屬攬炒派嘅屯門
區議員李家偉就更「聰明」，在個人社交

網站宣布即時解散地區辦事處，但就「不
會放棄區議員身份」，即係嘢唔做，糧照
支。
消息指，區議員若曾參與民主派「初
選」、借出議員辦事處作「初選」票
站、曾聯署支持「墨落無悔堅定抗爭」
立場聲明書，均有可能列入涉及違誓或

宣誓無效的「負面清單」。消息傳出
後，一批攬炒派議員承認過半可能會被
取消資格，部分攬炒派議員如余德寶、
劉家衡、陸梓峂、張鈞翹等宣布退出所
屬黨派，亦有議員開始為有可能被DQ作
好準備。
周炫瑋昨日在facebook發帖，宣布為

了「照顧家人」及「減少親友擔憂」，
已決定辭任區議員，並已於昨日遞交了
辭職信，於7月15日生效，又對未能完
成任期向寶雅區居民致歉。
李家偉同日在facebook發帖宣布其地

區辦事處即日解散，停止辦公，並稱正
安排員工遣散，又稱這是一個「悲痛而
沉重的決定」，但他聲言不會放棄區議
員的角色，其辦事處的各位同事亦會在
「其他崗位」「繼續努力」。

周炫瑋辭職怕DQ 李家偉「散辦」糧照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藍松山）在香港
國安法生效後，多個攬炒派組織意圖逃
避法律追究，紛紛宣布解散。攬炒組織
「杏林覺醒」昨日宣布即日解散，更關
閉了其facebook專頁。
「杏林覺醒」昨日凌晨在 facebook宣
稱，「經過多月的討論，杏林覺醒決定解
散，即日生效，各位珍重。」該組織未
有解釋解散原因，其facebook專頁更在
該組織宣布解散數十分鐘後無法瀏覽。

「杏林覺醒」在2015年2月成立，成
立之初聲稱以「醫學角度關注社會問
題」，事實上是政治凌駕專業，其中以
「杏林覺醒」成員、屯門醫院心臟專科
醫生黃任匡最為高調。在修例風波期
間，黃任匡和「杏林覺醒」非常活躍，
不斷抹黑警隊「濫捕」「濫暴」，又聲
稱不少人在修例風波期間受傷，但因公
私家醫院「瀰漫白色恐怖」而向「杏林
覺醒」求助，「可見本港人道危機很嚴

重」，並「呼籲」國際人道組織派員來
港提供義務緊急醫療服務云云。

前年暴動起 抹黑未停過
去年初，黃任匡更在台灣選舉後在fb

發文，稱台灣是次選舉結果是「勇敢抵
禦住中國的侵略勢力，並成功捍衛了家
園」，「謝謝台灣，謝謝你們證明世上
還有希望，謝謝你們勇敢地向中共說
不，謝謝你們和香港站在一起」云云。

在香港疫情爆發初期，黃任匡多次要
求特區政府「全面封關」，更在「民間
記者會」抹黑政府抗疫無為；在特區政
府去年8月推行「普及社區檢測計劃」期
間，他更公開危言聳聽稱，政府會通過
檢測提取得香港市民的DNA，「將會送
往『大陸』，或者讓政府建立全民遺傳
資料庫，侵犯個人私隱。」去年年底，
「杏林覺醒」刻意把「國產疫苗」與
「說明風險」拉在一起討論，毫無理據
地懷疑疫苗的成效及安全性，意圖把簡
單的注射疫苗一事政治化，更以醫護組
織的名義阻礙政府推出的防疫措施。

仇中造謠阻抗疫「杏林覺醒」收檔

抬轎「賢學」得個桔「軍火佬」鬧爆呃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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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再因涉嫌

煽惑他人今日到維園參與非法集會，

於昨日傍晚被捕。據引述，她在會見

律師時仍稱「希望大家七一可以堅持

發聲」云云。同時，鄒幸彤還因涉嫌

煽動他人參與早前6月4日的維園非

法集會，被正式起訴「煽惑他人明知

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明日提

堂。同時，多個攬炒派組織亦稱今日

會於各區擺街站。警方昨日重申，任

何人不得參與、組織、宣傳或公布任

何未經批准集結，警方會在7月1日

於全港重兵布防，及對煽動或違反

「限聚令」等行為嚴正執法。保安局

指出，本土恐怖主義的風險仍在，市

民不要掉以輕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所謂一雞死一雞鳴，
見有人食飽人血饅頭後

走佬風流快活，有人即刻「急起直
追」，想標返個尾會，但如果太貪心而
唔記得晒啲「人情世故」，就隨時俾
「同路人」篤到以後冇飯開。《蘋果日
報》停刊後，網上就出現咗多張所謂
「值得支持」嘅黃媒名單，自稱網媒
「高登討論區」記者嘅「軍火佬」近日
就開live大鬧「賢學思政」召集人王逸
戰，話「賢學」早前都有列出「值得支
持媒體」，但名單中竟然冇經常採訪佢
哋嘅「高登」。身為「記者」嘅「軍火
佬」當然好唔忿氣，大爆「賢學」背後
經常借光環呃錢，然後兩邊隔空駁火，
睇到啲網民都唔知信邊個好嘞。

埋怨採訪又送支票冇回報
「軍火佬」日前喺fb開live，大呻「賢
學」初初蒲頭嗰陣，「高登」一直有「採訪」
佢哋，「軍火佬」仲話自己試過出錢call車
幫擺完街站嘅「賢學」運送物資，甚至幫
埋「賢學思政」成員支付違反「限聚令」嘅罰

款，冇諗過「高登」喺「賢學」嘅「值
得支持媒體」名單上竟然榜上無名。
粗略估計，「軍火佬」起碼喺條片中
講咗過百次粗口，仲直認自己「搞分
化」，又拍晒心口咁話「高登」有晒記
錄，質問王逸戰到底點解唔支持「高
登」，「你做審查員？差佬（警察）玩
認證，你哋又做認證，抵你死×街！」
其實又好難怪「軍火佬」咁火滾，事
關原來「軍火佬」為咗幫「賢學」支付
「限聚令」告票罰款，籌晒錢仲寫埋多
張抬頭為香港特區政府嘅支票畀佢哋，
冇諗過對方竟然問：「係咪畀現金？」
攞咗支票後，佢哋竟然兩個月都冇兌
數，影響埋其他等錢交「限聚令」罰款
嘅「手足」，搞到「軍火佬」忍唔住質
問「賢學」：「當我哋慈善家？你光環
大得過黃之鋒？我唔知你問過幾多個人
攞錢𠻹呀！」
「賢學」話燒錢打官司 暫不兌數
唔知係咪因為俾網民狂鬧「陋惡盡
露」，「賢學」似乎被嚇到隔咗幾日先

諗掂點樣寫篇「澄清聲明」，內文就話
佢哋唔兌現「軍火佬」嘅支票，係因為
覺得喺同律師商量後覺得案件「有抗辯
空間」，唔想白白送錢畀政府，更聲稱
佢哋從來冇要求過只收現金，聲明最後
仲好寸咁話：「希望指控我們的人能拿
出證據並當面對質。」
至於「值得支持媒體」嘅爭議，香港
文匯報記者噚日睇過王逸戰同「賢學」
嘅社交平台，但就未搵到「軍火佬」講
嗰張名單，只見到王逸戰喺instagram個
動態度話「清者自清」。
網民「渡邊麻復生2」就好理解「軍火

佬」嘅感受：「幫人抬晒轎得個吉
（桔）。其實個班細蚊仔咩人黎
（嚟）？2020之後先彈起，唯一功能係
擺街站同收課金。」「Sunning Hui」就
覺得「賢學」好奇怪：「冇錢交罰款，但
有錢請律師，呃多的錢准（準）備走佬？」

不過，「Joanne Lee」就對「賢學」
表示「百分百信任」：「信您哋呀，唔
好咁介意，呢啲冇證據想搞事嘅人好
多。」「Lam Yi Ching」更揶揄「軍火
佬」：「班細路冒住咁大風險呃果
（嗰）少少錢，搞分化都麻煩智商高啲
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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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反恐特勤隊和鐵路應變部隊人員警方反恐特勤隊和鐵路應變部隊人員

在人流較密集的港鐵站巡邏在人流較密集的港鐵站巡邏。。 警方圖片警方圖片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昨天到灣仔會展現場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昨天到灣仔會展現場
視察布防情況視察布防情況。。 警方圖片警方圖片

▼▼▶▶「「軍火佬軍火佬」」
與與「「賢學賢學」」互互
咬咬。。 fbfb截圖截圖

●●李政熙李政熙
直播截圖直播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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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幸彤在被捕鄒幸彤在被捕
前仍不停宣傳攬前仍不停宣傳攬
炒街站炒街站。。 fbfb截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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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日（星期四）

2021年7月1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甄智曄

七一前涉煽動七一前涉煽動
鄒幸彤再落網鄒幸彤再落網

「支聯會」早前申請6月4日在維園舉行
集會，被警方反對，其上訴亦被公

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駁回，惟「支聯
會」副主席、大律師鄒幸彤在社交媒體及接
受訪問時，仍公然宣傳及煽動他人參與被禁
止的公眾活動，涉嫌宣傳或公布未經批准集
結，於6月4日早上被警方拘捕，其後獲准以
1萬港元保釋，原定7月5日到警署報到。

煽6月4日集會案明天提堂
警方經深入調查及徵詢律政司意見後，決

定就6月4日被禁止的集會，以「煽惑他人明
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起訴鄒幸彤，並
於明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
社民連、「天水連線」及「守護大嶼聯
盟」早前申請明日在維園集會遊行，被警方
發出反對通知書，其上訴亦被公眾集會及遊
行上訴委員會駁回。警方發現，近日有人在
社交媒體煽惑他人今日到維園參與非法集
會，而鄒幸彤涉嫌與案有關，故警方於昨晚
再將她拘捕。
立法會前議員張超雄昨晚在fb發帖，稱鄒

幸彤已見律師，並向「大家」留話稱「我已
無法自由地去任何地方，希望大家七一可以
堅持發聲」云云。
針對職工盟、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社

民連、「賢學思政」等團體其後宣稱今日會
繼續在銅鑼灣、灣仔及旺角等擺街站，警方
昨日表示，今日將在各區部署逾萬警力布
防，留意有關人等有否煽動行為或違反限聚
令，一旦發現違法行為會嚴正執法。
警方重申，任何人違反《公安條例》下的

「 參 與
未經批准集結
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
判處監禁5年；宣傳或公布未經批准
集結最高可判處監禁12個月，而法庭最近裁
決指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不論涉及暴力
與否，均屬犯法。
保安局發言人昨日表示，警方早前已就今

日在港島舉行的公眾集會及遊行作出禁止和
反對，有關活動即屬未經批准集結，就可能
出現危害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行為，或任
何人嘗試挑戰法律，包括限聚令、《公安條
例》、《刑事罪行條例》、《香港國安法》等，
警方會依法嚴肅處理，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一哥昨巡視灣仔布防
另外，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於昨日到灣仔金

紫荊廣場和會展視察布防情況。警方表示，
因應全球恐怖襲擊的最新形勢，以及本土恐
怖主義的威脅，在今日調動反恐特勤隊和鐵
路應變部隊人員在金紫荊廣場、會展一帶及
人流較密集的港鐵站高姿態巡邏，以確保各
項慶祝活動順利進行，並為可能發生的恐怖
活動做好應變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