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國務院在報告中指，香港一直是美
國移交逃犯和分享刑罪案件證物的好

夥伴，但去年10月，香港特首根據中國中
央政府的「指令」，拒絕美方一項移交逃
犯要求，並因該疑犯同時被中央政府提出
另一宗刑事檢控，最後將疑犯移交中國中
央政府，是自1997年以來首宗同類事件，
而中央政府之後也未有提供處理該疑犯案
件的資料。
在昨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
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不了解案件具體情況，
但重申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得到切實貫
徹落實，而中國政府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
法辦事、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的決心堅定不移，不會改變。
她強調，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
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
涉，「美方發表有關報告，對香港事務說
三道四，對此我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要求美方停止有關錯誤做法，在涉港
問題上謹言慎行。」
被問到特區政府在一些問題上根據中央
政府指令行事，是否會破壞「一國兩
制」、影響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
心時，華春瑩反問「國際社會」是指誰，
並重申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貫徹落實。

駐港公署：外國無權干涉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答記者問

時也指，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得到
切實貫徹落實，香港各項事業取得了舉世
公認的巨大成就，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廣泛
的民主權利和自由。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

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
權干涉，堅決反對美國以任何藉口干涉香
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特首辦：依法處理移交請求
特首辦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特區政

府按照香港法律處理移交逃犯請求，不評
論個別個案。
本身是律師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

聲稱，由於特區政府和內地並沒有簽署移
交逃犯協議，「估計」是次並非一次正式
移交，而如果特區政府將本身是香港居民
或外國人疑犯「強行」送往內地，情況就
「更加嚴重」。
涂謹申聲言，特區政府要解釋拒絕移交

的原因，否則會令人懷疑特區政府在內地
「壓力」下拒絕移交疑犯，會打擊港人及
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實施的信心。

湯家驊駁涂謹申法盲屈政府
不過，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行政會議成

員湯家驊反駁指，香港與美國簽署的移交
逃犯協議，內容除了確認特區屬主權國管
轄外，所有條文與「一國兩制」無關，而
基本法規定國防、外交事務屬中央政府管

理，加上協議於回歸前已確定主權政府有
全權決定應否拒絕協助，所以如果拒絕決
定是出於中央政府，正是落實「一國兩
制」之例證；如果決定是出於特區政府，
就更不可說是有違「一國兩制」。
他表示，目前無任何資料顯示美國認為

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違反移交逃犯協議，
議員動輒質疑特區政府拒絕提供協助可能
引致「『一國兩制』的實踐是否得以完整
發揮」，實是毫無必要，亦缺乏事實或理
據支持。

葉太：協議保留說不權利

保安局前局長、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
出，在香港與美國簽署的移交逃犯協議
中，特區政府亦保留了權利，如果中央政
府認為疑犯涉及國防、外交和重大公眾利
益、政策，特區政府不可移交。
她指，如果中央政府對疑犯所涉及的罪

行有管轄權、並已展開起訴程序的話，特
區政府可以將之移交內地，相信特區政府
是依法辦事。

外交部批美干預港事
法律界：中央全權決定是否移交逃犯 勿拿「協議」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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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香港特區政府拒絕引渡疑犯
一事，形容是回歸以來首宗。民
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護主報恩
心切，第一時間指責特區政府有
關做法事態嚴重，擔憂打擊「一
國兩制」，破壞香港信譽。特區
政府沒向美國轉交疑犯，合法合
規，有白紙黑字的協議寫低的，
涂謹申當睇唔到，幫美國幫到七
情上面，青筋盡顯，當正自己是
美國國會議員。

香港並非國家，不存在「引渡協
議」，只有「移交逃犯協議」。香
港與美國簽訂的移交逃犯協議，
是根據立法會通過的《移交逃犯條
例》，在1998年1月始生效。協議

對移交國民有所規定，美國政府可以涉及
國防、外交及重大公眾利益、政策為由拒
絕引渡，香港特區政府亦保留相同權利。
而負責香港國防、外交的中央政府，認為
移交疑犯涉及國防、外交和重大公眾利
益，特區政府就不可移交。

由此可見，特區政府對此次事件的處
理，完全是依法辦事，毫無爭議。

涂謹申本身是律師，回歸前就做立法局
議員，在現任立法會議員中資格最老，又
長期擔任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的要職，
曾經做過主席，應該對香港移交逃犯的法
律和權利很清楚，但他竟然硬砌政府拒交
逃犯「不清不楚」，暗示中央施壓，仲上
綱上線到「破壞國際協議、損害香港聲
譽」，究竟是不識法律，還是有心隱瞞事
實、扭曲是非、誤導公眾？

涂謹申身為立法會議員，是香港建制架
構的重要成員，就職時發過誓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區。就算涂謹申手指拗出
唔拗入，但起碼要講道理、尊重香港法
律，實事求是。

涂謹申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的「高
徒」，以往多次跟隨李柱銘赴美「告洋
狀」，乞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2011年「維
基解密」更揭露，涂謹申居然是美國領事
館「要嚴格保護」的對象，全港嘩然。

如今香港特區政府根據法律不向美國
移交逃犯，美國不高興。主子急了，涂
謹申當然要落多兩錢肉緊，猛踩特區政
府和中央，證明自己「做到嘢」，以謝
主隆恩。

■楊正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國務院在最新公佈的香港政策法

報告中，聲稱中國中央政府的「一些舉動」與容許香港實行高度自治

的承諾「不一致」，更聲言香港在中央的「指令」下，拒絕美國一項

移交逃犯要求。外交部昨日指不了解案件具體情況，並批評美國發表

報告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並強調香港事

務屬於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有香港法律界人士指出，根據

香港與美國簽署的移交逃犯協議，中國中央政府有全權決定是否接受

移交逃犯請求。

涉上周三（23日）一宗「佔旺」藐視
法庭案開審日，在庭內拍照的女子唐琳
玲，因未能在限期前交付5萬元保釋金，
前日被法庭頒令拘捕，昨再被押解高院應
訊。
律政司代表指，警方在其手機發現3張

庭內拍攝到律師及部分被告人的照片。唐
聲稱曾多次與耶穌談話，耶穌指在庭上拍
照「is not big deal」（沒什麼大不了
的），又向法官稱自己「絕對沒有」精神

病。法官決定就其涉嫌藐視法庭的指控延至今
日審訊，其間還柙懲教署看管。

話因被偷錢未交保金
唐琳玲昨晨由警車押到高等法院，面對大批

傳媒鏡頭，顯得神情輕鬆、面露微笑。她在庭
上解釋沒有交付保釋金，是因被人「偷去」現
金及信用卡，又稱自己向法庭提供的地址是真
實存在的，只是「寫得不清楚」。
控方律政司代表交代警方最新調查進展，

稱有職員及3名證人的口供指見到唐琳玲當日
在庭上用手機拍照，在她的手機內亦發現3張
在庭內拍的照片，分別拍攝到控辯雙方律師及
部分被告。警方已向唐錄取了警誡供詞，但她
保持緘默。
唐琳玲昨日在庭上再解釋稱，當日庭內有其

他人用手機錄音、打電話，違反規定，但法官
沒有阻止，所以以為法官容許，又稱自己多次
和Jesus（耶穌）談話：「認為我是無辜」、
「說我的情況不算拍照」、 「is not big
deal」（沒什麼大不了的）。

「絕對無精神問題」
法官陳慶偉即時詢問唐琳玲有沒有精神問

題，唐琳玲笑着以普通話稱「沒有，絕對沒
有」。陳官再問控方應該如何處理涉及精神病
患者的案件，控方稱沒有處理過。
陳官對唐琳玲稱，若指控成立，將會是藐

視法庭，已經給予她機會尋求法律意見，但她
完全沒有做任何事。
陳官其後主動說會為她找法援，唐琳玲則稱

會聯絡朋友索取法律意見，要求取回電話，惟
被拒絕。當法援署派出職員到庭時，唐又質疑
法援代表「not professional as I am（不如我
專業)」，稱自己有能力應付案件，又指「上
次經驗」令她對外籍律師失去信心，決定自
辯。
陳官續安排案件今日（31日）下午開審，

其間唐須還柙懲教署看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稱耶穌話我無辜
拍照女堅持自辯

鷹君集團創
辦人羅鷹石的
遺孀羅杜莉君
（羅老太），

控告家族基金信託人公司「匯豐國際信
託」（匯豐信託）案，昨續在高院第二日
審訊。代表羅老太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重
申，羅老太有合理期望匯豐信託遵照其指
示管理家族基金，就如被告過去多年遵照
羅氏兩老的指示一樣。代表匯豐信託的英
國御用大律師Paul Girolami則強調，曾就
羅老太指示不下20次與她會面請求解釋
更改意願書內容，擔心內容並非羅老太本
人意願，而是其他人指使。
余若海在庭上指，兩老於1988年的委

託人意願書寫明，即使其中一人離世，另
一半仍有權更改分配資產受益人的名單或

結束信託。
事實上，兩老曾在該意願書前定明，父
母可就子女的德行和表現，對資產分配再
作修正。羅老太因此要求將羅嘉瑞（三
子）等四名子女剔出受益人名單，卻不得
要領。但匯豐信託的前董事總經理劉倩兒
曾多次暗示會遵照羅老太指示行事。

老太欲剔除受益人不得要領
余若海解釋了三子羅嘉瑞與劉倩兒的利

益衝突問題。他說，劉多次接觸羅嘉瑞，
羅老太及其他信託受益人全不知情，而早
於2015年11月，羅嘉瑞已將家族內的人
事關係告知劉倩兒，又邀請對方出任鷹君
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劉其後簽署證書，證
明自己於過去兩年不曾與鷹君主要持份者
有關係，但劉與羅嘉瑞的關係足以證明她

非獨立人士。
就法官詢問原告人羅老太想終止家族信

託基金的原因，余若海指，已故鷹君集團
創辦人羅鷹石與羅老太一直認為公司是屬
於他們，成立家族信託基金的原意是避開
遺產稅、以及保存公司資產，所以一向沒
有將其視為投資信託基金。
案情又透露，羅老太於2016年和2017

年都去信到匯豐信託，第一次是要求將三
子羅嘉瑞和五子羅鷹瑞，剔除受益人名
單，第二次是要求將四子羅康瑞及長女羅
慧端剔除受益人名單。

辯方：曾屢問意願 答非所問
Paul Girolami昨日下午開始陳辭。他首

先指出，本案表面上是羅老太與匯豐信託
的糾紛，惟更重要的背景是羅氏家族的內

部分裂，而是次訴訟是家族成員間的磨擦
於2016年初爆發而引起。匯豐信託考慮
到家族糾紛的性質和嚴重性，一直審慎行
事，並多次諮詢羅老太及其子女。
Paul Girolami指，或許因匯豐信託無即

時依照羅老太的意願行事，令羅老太以為
匯豐信託偏袒她的3個兒子，但他強調，
匯豐信託不站在任何陣營中，包括羅嘉瑞
的陣營，亦從無偏袒任何人。
他續說，匯豐信託曾不下20次與羅老

太會面請求她解釋更改意願書內容，但羅
老太似乎不明白更改內容是什麼，反而5
次重申要取回信託中所有權力，甚至憂慮
匯豐信託會偷去她的錢財。匯豐信託擔心
更改意願書內容並非羅老太本人的意願，
而是其他人指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控方：信託不聽指示 辯方疑非羅老太意願

尖沙咀海港城上周三（23日）
發生的逾500萬元珠寶劫案，60
歲疑犯何東成昨被押上九龍城裁
判法院提堂，他被控一項搶劫
罪，毋須答辯。控方表示，警方
需時進一步調查，包括檢取案發
地點的閉路電視片段，以及進行

DNA校對檢驗報告，要求將案件押
後。法庭批准還柙至7月11日再提
堂。
被告何東成報稱無業，昨由當值律

師代表。他被控上周三（23日）與另
一在逃人士，持刀於尖沙咀海港城海
洋中心3樓打劫太子珠寶鐘錶公司，
劫去6件總值547.08萬元的鑽飾，包

括兩隻共值13.3萬元的鑽石戒指、一
隻價值11.51萬元的鑽石手鐲、兩條
共值347.6萬元的鑽石頸鍊，及一粒
價值174.87萬元的10卡鑽石。
案情指，警方在劫案發生後迅速鎖

定目標人物，本周日（27日）凌晨先
在尖沙咀白加士街拘捕一名涉嫌參與
行劫計劃的姓何（55歲）男疑犯，翌
日（28日）下午再於旺角窩打老道街
頭拘捕另一名涉嫌直接落手打劫的男
疑犯何東成（60歲），並在其身上斜
孭袋內起回案中所有失物。
案件繼續由油尖旺警區重案組調

查，並追緝另一名涉案在逃男劫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賊王何東成提堂 還柙等驗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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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立法
會昨日以大比數通過政府動議，委任
包括張舉能為特區終審法院常任法
官、鄧楨為終審法院非常任香港法
官、何熙怡女男爵及麥嘉琳為終審法
院的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
官。會上，有議員擔心個別法官主張
「同志平權」，或有偏頗，要求有關
法官適時避席。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
示，法官履新時會宣誓擁護香港基本
法，相信法官會秉持政治中立。
張建宗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動議
委任上述法官。資深司法任命建議小
組委員會主席梁美芬發言時指，兩位
外籍法官麥嘉琳及何熙怡曾在自己的
國家，高調推動「同性婚姻」立法過
程，支持「同志平權」立場非常清
晰，引起公眾關注及憂慮，委員會也
收到很多市民的意見，擔憂可能出現
偏頗情況。
她指出，小組支持有關任命，但任

命存在的爭議值得深思。她希望二人
在處理「同志平權」案時尊重香港的

主流價值觀。
身為律師的民建聯

議員周浩鼎表示，何
熙怡和麥嘉琳就「同
性婚姻」的議題上有
強烈主張，令不少市
民擔心他們會有偏
頗，失去傳統家庭價

值的平衡，改變本港婚姻制度。
他支持該項任命，但希望日後兩人

在面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相關案
件時，應該安排避席，不參與案件的
審理，以釋公眾疑慮。

張建宗：任命無關立場觀點
張建宗表示，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

嚴格遵守香港基本法第九十二條運
作，法官的背景、政治、社會及經濟
等觀點因素不應在考慮之列。
他續說，法官履新時須作宣誓，表

明擁護香港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信法官會秉
持政治中立，又引述特區終院首席法
官馬道立的言論，強調法庭及法官在
裁決法律糾紛時，只會考慮案中的法
律及法律爭議。
立法會最終以60票贊成、1票棄

權、無人反對下通過決議案。麥嘉琳
及何熙怡的任命將於今年7月生效，
而張舉能及鄧楨的任命將於今年10月
25日生效，任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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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張建宗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梁美芬梁美芬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駐港公署fb貼出聲明反對一切外部勢力干預港事。 fb截圖

■■何東成昨日提堂何東成昨日提堂。。圖為珠寶劫匪被警員押送重組案情圖為珠寶劫匪被警員押送重組案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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