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部邀港商通報機制
特首去信中央獲積極回應 港澳辦覆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上周就銅鑼

灣書店事件去信中央，反映港人關注，並提出檢討香港和內

地的通報機制。國務院港澳辦昨日回函表示，公安部積極回

應港府的相關建議，同意兩地盡快就進一步完善相互通報機

制進行磋商，並邀請香港有關部門組成代表團訪京商談，而

有關的內地省市辦案單位也將向香港代表團通報林榮基案的

有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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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早前回港向警方銷案，但
其後又高調開記者會講述在內
地「經歷」的銅鑼灣書店店長
林榮基，做了逾一個星期本地
和外地媒體的訪問後，昨日終
於應警方要求，到灣仔警察總
部錄口供。警方昨日表示，會
根據林榮基所提供的資料作出
評估及採取適當跟進行動，另
由於林榮基不願意向警方透露
其聯絡方法，警方已透過其指
定第三者約定林榮基於明天上
午再次會面。
林榮基昨日上午在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涂謹申的陪同
下，到灣仔警察總部錄口
供。林榮基事後向媒體稱，
此次主要向警方交代回港後
發生的情況，與早前所開記
者會內容相若。
林榮基稱，警方問他是否

需要人身保護，他提出要
求，但要待下次會面才討論
詳情。他拒絕評論自己轉述
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的話後
被其否認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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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基早前高調開記者會「爆料」，說
自己在內地被拘的「經歷」。雖然林

的說法一而再、再而三地改變，但不少港
人都對這些似真似假的說法表示關注。梁
振英也特別為事件於6月20日主持跨部門
會議商討跟進，並決定即日去信中央表達
港人的關注，並建議檢討兩地現行通報機
制。
公安部網站昨日發佈消息，回應有關事
件。公安部引述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昨
日覆函香港行政長官辦公室表示，公安部
會積極回應香港特區政府的有關建議，同
意兩地盡快就進一步完善相互通報機制進
行磋商。

堅持「一國兩制」互不干預執法
有關消息還簡述了兩地通報機制近年的

運作狀況。公安部指，自2000年公安部港
澳台事務辦公室和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簽
署《內地公安機關與香港警方建立相互通
報機制安排》以來，內地公安機關始終堅
持「一國兩制」原則，本着互相尊重、互
相支持、互不干預對方執法活動的精神，
與香港警方認真落實通報機制安排。
截至2015年底，內地公安機關向香港警

方通報在內地被採取強制措施的香港居民
6,172人，香港警方向內地公安機關通報在
香港被採取強制措施的內地居民6,934人，
對於有效維護兩地居民的合法權益發揮了
重要作用。

內地辦案單位將通報林榮基案
公安部又指，現行通報機制已經運行十

多年了，有必要進一步完善，故邀請香港

特區政府有關部門組成代表團，近期到北
京就具體問題進行商談。公安部表示，此
次商談期間，內地有關省市辦案單位還將
向香港代表團通報林榮基案有關情況，及
在內地抓捕香港「3．14」重大搶劫殺人案
嫌疑人揭冠國的有關情況。
特區政府新聞處昨日也就港澳辦的回函

發表公告。公告指出，特區政府昨日早上
收到中央政府回覆，同意啟動磋商兩地現
行的通報機制，行政長官感謝中央政府的
積極回應，特區政府會盡快聯絡中央及內

地相關部門敲定跟進安排。

葉國謙：可加快落實行政安排
對於兩地政府檢討通報機制，立法會保

安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葉國謙表示非
常歡迎，並認為中央和特區政府均重視今
次檢討，可加快落實一些行政安排。他認
為可設立一些實質的安排，避免過於彈
性，並希望所有官方執法機關都會通報，
而通報的內容起碼包括有關人士的所在地
點及扣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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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傳統反對
派組織「民陣」將於7月1日發起遊行，又
是反對派政黨及團體擺街站「籌旗」的大日
子，但今年卻遭激進「本土派」攪局，令他
們相當頭痛。「民陣」昨日表示，「本土
派」至今仍未就擺街站一事向他們作出通
知，召集人岑子杰就批評，「如果唔認同
『民陣』，佢哋要解釋點解唔認同又要嚟擺
街站呢？其實你可以去九龍嘅『慶回歸遊
行』擺！」
「民陣」昨日舉行記者會，宣佈下月1日
的遊行會於下午3時開始，由維園足球場遊
行到夏愨道東行線行人路。雖然銅鑼灣書店
店長林榮基早前已經露出其「港獨」野心，
成為傳統反對派「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
雞肋，但「民陣」依然堅持由林作為隊頭的
「領軍」人物之一，聲稱是為了「表揚林榮
基為香港民主運動作出的貢獻」。

逾8個團體擺街站不協調
七一遊行美其名是「表達訴求」，但實際

上只是反對派「籌旗」的大日子。根據以往
慣例，各團體或政黨在遊行期間擺街站籌
款，都會通知「民陣」作協調，「民陣」副
召集人孔令瑜稱，截至昨日，會參與協調的
街站大約有90個。
不過，要「籌旗」的又豈止傳統反對派，

「民陣」稱，據他們了解，除了「青年新
政」之外，「熱血公民」及「普羅政治學

苑」等「本土派」組織，也會於當日擺超過
8個街站，不過就從未聯絡過「民陣」。她
直言擔心「本土派」來「爭食」，會與參與
了協調的團體發生「不必要的爭拗、衝
突」，希望遊行前能夠盡快協調。

「如果唔認同，點解又要嚟？」
「民陣」召集人岑子杰就「壟斷」七一遊行

「專利」稱，「本土派」組織會來遊行擺街站，
理應是認同「民陣」的立場，「如果唔認同『民
陣』，佢哋要解釋點解唔認同又要嚟擺街站呢？
其實你可以去九龍嘅『慶回歸遊行』擺囉。」
不過他也同時說，如果「本土派」真的到場擺

街站，「民陣」也不會阻止，希望他們在過程
中與其他團體互相忍讓。

「獨立集會」恐變「中環暴動」
不過「本土派」一於少理，街站照擺、錢

照籌之餘，還打算另搞集會。「本土民主前
線」連同「香港民族黨」及「青年新政」大
肆宣傳會於遊行完結後，當晚7時到中聯辦
外舉行所謂的「保法治反暴力要獨立集
會」，早前更呼籲參與者穿黑衣、戴面罩，
被各界批評是要搞「中環暴動」。「民陣」
被問及對此有何看法時，就馬上割席，指雙
方「路線分歧」，不會呼籲市民參與。

「民陣」遊行「籌旗」「本土派」「爭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設立的少數族裔委員會昨日向市民派
發工作報告，匯報委員會近期的工作。民建聯重申，會繼續保護少數族裔的
權益，及向各政府相關部門反映少數族裔市民生活上遇到的問題及提出改善
建議，包括促請政府加快免遣返聲請的審核程序及設立「禁閉營」，解決假
難民問題。
民建聯少數族裔委員會，向來關心本港少數族裔的權益，現有少數族裔會

員超過800人，主要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及菲律賓等。委員會昨日在
尖沙咀派發《少數族裔委員會工作報告》，向社會大眾匯報委員會近期的工
作，包括促請政府盡快處理假難民問題，及向各政府相關部門反映少數族裔
市民生活上遇到的問題及提出改善建議，為少數族裔市民發聲。

蔣麗芸葛珮帆倡「禁閉營」遏假難民
對於假難民問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及葛珮帆都非常關注，又認為

假難民問題影響到少數族裔人士的形象。她們強調，少數族裔不單是香港多
元社會的一部分，也對香港經濟有貢獻，她們強烈要求政府加快審核程序及
設立「禁閉營」，解決假難民問題。
該委員會也設有少數族裔服務中心，為少數族裔會員或朋友提供聚會的地

方，及提供不少協助。例如在教育上，委員會在暑假期間，向少數族裔幼童
提供中文補習班，教授他們簡單中文寫作及廣東話、普通話說話訓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
建議於5年後（即2021年）全面實
施禁止本地象牙貿易，立法會環境
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相關事
宜。多名出席的立法會議員認為5年
時間太長，期望政府能盡快全面落
實禁令。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表
示，當局需要時間與象牙貿易商溝
通，認為5年是基於公平原則的考
慮。
現時本港履行《瀕危野生動植物

種國際貿易公約》的規定，只可買
賣《公約》前獲得的象牙，及1990
年國際禁貿生效前合法進口的象
牙，但不能出口。
據環境局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顯

示，當局建議一次過修訂《保護瀕
危動植物物種條例》，逐步淘汰本
地象牙貿易，先禁止大象狩獵品及
某些象牙雕刻品的進口及再出口；
待象牙貿易商的許可證屆滿後，便
禁止在本港銷售《公約》前的象牙
及禁貿前象牙。當局計劃於2017年
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條例修訂草
案。

陸恭蕙：基於公平定5年
世界自然基金會日前發表研究報

告，建議本港最快於兩年內全面實
施禁止象牙貿易法例，較政府提出
的時間快3年。
陸恭蕙指出，該報告有參考作

用，惟現時政府發給象牙貿易商的
許可證將於2021年到期，故5年作
為立法基礎是基於公平原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指出，

自1990年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實施後，象牙商已有
26年時間「散貨」。他又擔心法例
落實前會出現「空窗期」，或會增
加走私象牙流入本港。
陸恭蕙回應指出，港府於今年1月

才首次提出修訂本港的象牙政策，
因此象牙商仍然需時處理現有存
貨。她又表示，當象牙條例修訂草
案通過後3個月，會即時禁止《公
約》前象牙的進口及再出口。

陳克勤憂禁象牙貿易現「空窗期」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舉管
理委員會昨日公佈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
當中指出任何人透過任何形式發佈「任何
物料（material）」，直接或間接呼籲選民
投票或不投票給某人或某政黨，會被視為
選舉廣告，所涉及的任何開支均須計入選
舉開支內；若發佈者不是候選人或其選舉
開支代理人，便可能觸犯《選舉（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不過，如果網民只是
發表意見或評論，在互聯網平台分享或轉
發不同候選人的競選宣傳，並沒有意圖促
使或阻礙任何候選人當選，通常不會被理
解為發佈選舉廣告。

立會選舉活動指引昨公佈
選管會於今年3月3日至4月1日，就選

舉活動修訂公開諮詢市民意見，昨日發表
正式的立法會選舉活動指引。當中備受關
注的是選舉廣告部分，根據最新指引，選
舉廣告定義涵蓋透過互聯網平台如網站、
社交網絡、通訊網絡等發佈的訊息。
除了上述規定之外，若網民是受候選人
或其助選成員指使，在互聯網平台分享或
轉載其競選宣傳，以促使或阻礙候選人當
選，有關發佈便屬候選人的選舉廣告，所
涉及的任何開支均須計入選舉開支內。
另外，新指引又提到，為審慎起見，任何

有意參選的人，包括在任的立法會或區議會
議員，應確保在被正式提名為候選人，或公
開宣佈有意參選之前，拆除所有在選舉期之
前已在有關選區發佈的宣傳物品，尤其是在
公眾地方或樓宇內的公用地方所展示載有其
姓名或相片的海報或橫額，否則該些物品可
能被視作選舉廣告，要計入選舉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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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向來鍾意着格仔衫，但卻被部分人嘲笑其穿
衣風格。昨日他在facebook上傳一段短片，變身「MC仁」大讚格仔衫
「堅堅堅堅堅」，從上世紀50年代就興起，仲話「fashion（時尚）嘅
嘢係永恒㗎喎」，並展示不同明星、名人穿格仔衫的相片，大力為格仔
衫「平反」。 記者 鄭治祖

■陳克勤 資料圖片

■「民陣」指責「本土派」至今仍未就擺街站一事向他們作出通知。

堅 持 格 仔

■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右三）昨日到尖沙咀派發工作報告。
彭子文攝

民記派工作報告：
續護少族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