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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即將安排區議員宣誓，眾多攬炒派區

議員在心虛下近日紛紛自行辭職，「天水連線」

頭目林進亦是其一，但他在辭任元朗區議員後一

度拖拖拉拉不清空辦事處。有元朗街坊日前向香

港文匯報報料指，林進帶了一批義工「清理」辦

事處，然而因人數眾多聲音嘈雜，引起街坊不

滿。香港文匯報記者接報到現場觀察，發現林進

與十餘人圍聚在不足200呎的辦事處內連續數小

時不停打印文宣資料，似乎是想趁辦事處收檔前

將打印機用到盡。翌日，林進等人不但在門外派

發剛印好的「撐暴」文宣，更將辦事處變身「展

覽館」，企圖在散水之前繼續向市民煽暴播

「獨」。根據政府有關規定，已辭職的林進明顯

已違反了「應盡早停止非必要的服務」的規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張得民

本月24日中午時分，元朗區前議員林進與一眾義工在天水
圍天瑞路的辦事處做清理工作，其母親亦到場幫忙。不

久，林母將部分辦事處物資運往位於天瑞邨的住所。仍在辦事
處內逗留的還有十餘人，大多身穿印有「盼自由歸於這裏」的
黑色制服，不時走出門外煲煙傾偈。
記者發現，其間，包括林進本人在內的多人並未按規定戴口
罩，而他們的喧嘩及聚集的行為，也引來部分街坊的不滿。有
街坊氣憤地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投訴：「疫情都未過就除晒罩，
你話佢哋係『為街坊』定係『累街坊』？」

印派文宣 渲染「黑暴」
至晚上7時許，眾人不再收拾，而是圍在室內的打印機旁

「密密印」直至深夜。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他們是在印刷
若干彩色文宣，有時，一些人對着數張印好的文宣樣辦跟旁人
比畫着什麼。
隨後，他們將部分印刷好的成品再次分類，將以「重奪社區話
語權」等大量文宣張貼在室內的牆壁上。與此同時，林進等人亦
沒有閒下來。眾人身穿印有「共抗暴政同守我城」字樣的黑色
衣服不停斟酌，一切的行動跡象似是為另一場活動做準備。
翌日（25日）中午時分，林進等人再次聚集辦事處內外。不

久，各人身穿印有黑暴文字的黑色制服，在門口向街坊派發物
品，包括明信片、書籤、環保袋等。香港文匯報記者拿起其中
一張明信片，發現其主體內容仍是與「黑暴」有關，而所贈送
的書籤亦在不斷渲染「黑暴」。
除了派發文宣物品外，他們更將辦事處重新整理，變成一個
「展覽館」，不停鼓動街坊進去參觀，更在社交平台上美名曰
「我地（哋）準備緊一個小型展覽比（畀）大家」。記者發
現，在「展館」牆上，除了貼有大量彩色文宣外，還有數疊文
宣和明信片供街坊免費領取，惟當日到訪的街坊並不多，場面
冷清。

搞「展館」印文宣 涉違「指引」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林進是於7月上旬宣布辭去區議
員一職，而據元朗區議會網站公布，林進的辭職已於7月8日生
效。根據民政事務總署於2019年發布的《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
區議會議員酬金、津貼和開支償還款額安排的指引》，明確規
定「區議員離任時，應盡早停止非必要的服務」，而林進身為
已離任的區議員，但仍使用屬於公帑購置的打印機並大量印刷
製作文宣物品，以及將辦事處變成「展覽館」，明顯不符合有
關「指引」的要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前日再前往該辦事處欲詢問林進，但辦事處
已人去樓空。記者再向林進發訊息查詢，但在截稿前仍未獲得
回應。

2019 年修例風波期
間，網上討論區「連
登」是攬炒派及所謂
「勇武派」最重要的文
宣平台，而長期混跡於

連登的林進也因自封「連登仔」，開始
在攬炒派中上位。為參選區議會，林進
與其撐暴網友組成「天水連線」爭取激
進年輕人的支持。擔任區議員期間，他
多次印發黑文宣，不斷煽動市民與政府
的對立情緒。有元朗街坊認為，林進早
前自行宣布辭職，是明知自己極可能被
DQ，擔心被追討酬金而匆匆散水。
資料顯示，2012年還在香港科技大學

就讀的林進加入了校園激進組織「科大
行動」，該組織夥同當時還是「學民思
潮」召集人的黃之鋒參與組織「反國
教」的罷課集會，但林進此時並沒有多
少人認識。

「連登」起家 始被外界認識
據知情人士透露，在2019年6月黑暴

活動爆發前，一群「連登仔」突然高調
宣稱要參與反對派的宣傳活動，其中就
包括林進，但到同年7月27日，林進才
開始被外界認識。
當時，林進以所謂「網民」的身份申

請「光復元朗」遊行，被警方拒絕。11
月下旬，理工大學校園遭大批「勇武

派」霸佔，淪為暴徒巢穴。警方在行動
時共拘捕或登記約千人，其中就包括林
進。翻查資料，林進是於11月18日與
其他人企圖從理大行人天橋頂部逃跑
時，被防暴警員拘捕。
今年6月下旬，香港文匯報揭發林進連同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及社民聯等一眾攬炒
派成員連日在旺角一個商廈單位內密會，
企圖組建「大台」在七一期間搞事。

4月宣布辭職 5月又「留任」
特區政府即將為區議員安排宣誓活動，

曾在今年4月公開宣布將會辭職的林進，
在5月11日又出爾反爾，在其社交平台上
改口宣稱「決定留任」，但隨即遭網友揶
揄「林進，有錢途呀，為糧支，做咩都得
呀！支持你」。更有網民聲討其「厚顏無
齒（恥），出去搵唔到嘢做咩？」
本月初，不少攬炒派區員因心中有鬼

而紛紛辭職，林進見狀又再次反口，在
社交平台上宣布已辭去議員一職。然
而，他並未停止煽暴行為。本月21日，
他與數名撐暴分子在元朗西鐵站高調擺
街站叫囂，一同參與的還有「賢學思
政」召集人王逸戰及職工盟成員鄧建
華。對此，有元朗街坊直言，「做咗區
議員仲去搞搞震，而（）家又宣布散
水，根本就係一個反口覆舌不值得信任
的小政棍。」●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攬炒區員臨走搞事喪嘥公帑
群聚除口罩群聚除口罩 狂印黑文宣狂印黑文宣 當街煽暴亂當街煽暴亂 議辦變議辦變「「展館展館」」

「點解議員辦事處變成個
『展覽館』？簡直係浪費公帑！」本月
25日，已辭職的元朗區議員林進將自己
位於天水圍天瑞路的「議辦」改成一個
小型展廳，有元朗女街坊走進辦事處
時，才發現室內的設置和擺設與以往大
為不同，室內牆上貼滿了文宣，而一些
明顯有煽暴口吻的「重奪社區話語權」
等標語出現在街坊面前。由於在室內室
外都找不到林進本人，這位街坊唯有怒
罵幾句後離開。
當日上午，香港文匯報記者親見林進

及其工作人員在室外向街坊派發傳單，
並不停邀請路過的街坊進入室內參觀。
這個議辦約200呎左右，入門旁放着一個
木梯，上面掛着黑、藍、紅色恤衫，分
別印有所謂「願粹我命 捍衛我城」、
「全民自救 打破宿命」等煽暴字眼。
書架上，擺滿了林進及其工作人員的

工作照，看似努力「為社區」的照片旁
邊，一張寫着「齊上齊落」的福字卻貼
在架子角落裏，似乎仍想暗示着什麼。
不過，進來參觀的街坊少之又少，幾乎
可用「門可羅雀」來形容。

置桌正中 擺明「籌錢」
有一名婦女在附近的桌子上拎起一張

免費領取的日曆，惟見上方的「黑暴」
圖案而又再次放下。香港文匯報記者注
意到，該桌上擺滿的大量文宣，除日曆
外，傳單、明信片及書籤等均有宣揚
「黑暴」的含意，而一份《蘋果日報》
和寫着「支持林進基金~」的布盒子則被
放在桌面正中央，顯示有人正積極「籌
錢」。
有知情者直言，「現在搵工難，冇得

做議員之後，有人希望用呢種方式籌返
多少，以暫時紓緩吓自己嘅財政壓力
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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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警務處處長蕭澤
頤日前擔任香港潮州商會會董會專題演講的演
講嘉賓。他表示，本土恐佈主義一直潛伏，國
安法成立後已拘捕超過130人，國安熱線收到
超過12萬條相關訊息。未來，香港警隊將會以
高姿態巡邏及加強跨部門演習，以「剛柔並
濟、恩威並施」原則杜絕社會上的假新聞，遏
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繼續維護香港法治，保

障社會安全。
蕭澤頤說，他上任後，對內加強警隊內部溝
通，團結一致，守護香港；對外則加強與社區
聯繫，如透過與不同的校長會、教長家師聯會
等團體會面，讓各界持份者消除對警隊的誤
解。
他指出，警方在修例風波中拘捕的示威者，

有四成為學生，年齡在21歲以下，反映出過去

青年受外國勢力及大量假訊息的荼毒。他希望
能修補年輕人和警隊的關係，加強建立他們守
法，熱愛社會和國家的價值觀。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黃書銳表示，商會不少會

董在各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少年警訊及耆樂警
訊擔任要職，將一如既往支持香港警隊嚴正執
法，維護法紀，保護香港，為香港的繁榮穩定
作出貢獻。

林進「彈出彈入」驚DQ才辭職

國安熱線收逾12萬訊息 一哥：「剛柔並濟」杜絕假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資深大律
師鄭若驊昨日在北京到訪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公安部、外交部和司法部。
鄭若驊昨日上午與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會面
時。她在會上表示，律政司明年會再次舉辦基本法法律
論壇，並表示律政司正透過不同方式的活動向青少年，
特別是學生灌輸正確的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基本
觀念。
鄭若驊隨後與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及副部長
陳思源會面，向對方講解香港國安法落實後的最新情
況，同意必須要維護「一國兩制」，防範任何危害國家
主權安全的行為及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才能夠確
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確保香港的長期繁榮穩
定。鄭若驊在會上也提出了探討便利參與仲裁程序人士
往來香港的安排。
下午，鄭若驊到訪外交部，與副部長馬朝旭及條約法
律司司長賈桂德會面。她說，由於疫情關係，原定去年
由律政司主辦的亞非法協年會將延期至今年年底舉行，
年會有助加深香港法律界對國際法的認識，並可以進一
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中心的地位。
鄭若驊隨後拜訪司法部部長唐一軍，雙方簽署關於法
治人才交流培訓合作框架安排，開拓更多雙向合作渠
道，又強調律政司會配合國家依法治國和加強涉外法治
的工作，積極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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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特區政府保安局
局長鄧炳強昨日在新界總商會董事會上表示，
外國勢力透過本地代理人、傳媒等放出虛假消
息製造矛盾，鼓動大型社會運動，攻擊中央和
特區政府，煽動民情。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對維
護社會安全和穩定立竿見影，社會暴力事件大
幅減少，反中亂港分子紛紛被捕或逃走。
鄧炳強表示，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發

展迅速，成就驚人。現在，國家的經濟生產總
值接近一百萬億人民幣，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

體，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人均GDP仍
超一萬美元。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害怕祖國昌
盛和強大會損害其利益，故用所謂「中國威脅
論」透過不同手段阻礙國家發展，包括利用香
港成為反對中國的基地，危害國家安全。
他提到，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壹週刊》

和《蘋果日報》不停向市民灌輸反對中央政
府、反對特區政府、反對二十三條等意識，幾
乎是逢中必反；他們製造矛盾，打擊政府的聲
望，服務外部勢力的政治需要。外國勢力透過

本地代理人、傳媒等放出虛假消息製造矛盾，
鼓動大型社會運動，攻擊中央和特區政府，煽
動民情。
鄧炳強說，自從香港國安法立法後，為香港

社會的安寧提供了強大的保障。國安法對維護
社會安全和穩定立竿見影，社會暴力事件大幅
減少，反中亂港分子紛紛被捕或逃走。
目前，警方應用香港國安法或相關法例已拘

捕了130人，日後還會在學校和社會團體開展
國家安全宣傳工作，提高市民的守法意識。

鄧炳強：國安法維護社會安全立竿見影

●●上周六下午上周六下午，，工作工作
人員在為林進辦事處人員在為林進辦事處
清理雜物清理雜物。。花色衣服花色衣服
為林進母親為林進母親。。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上周六，林進與工作人員在其
辦事處打印至深夜。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上周日，林進辦事處「變身」
展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上周日上周日，，林進林進
助理在辦事處門助理在辦事處門
口派傳單口派傳單。。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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