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

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8年6月13日（星期三）
2018年6月13日（星期三）
2018年6月13日（星期三）

半島終戰邁重要步伐 未來還看實質行動

以政治干預法治 損害法治精神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梁天琦因暴動罪被判囚 6 年，前港督彭定康竟
然聲稱《公安條例》「被濫用」，外交部發言人
就此指出，香港是中國特區，香港的事務完全是
中國內政，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和特區的司法。本港司法公正透明，法庭只處理
法律問題，不考慮政治因素，梁天琦案的判決，
法官依法判案，還參考了英國判例，彭定康和香
港反對派對本港司法制度作政治指控，才是以政
治干預法治，更示範何為雙重標準。尊重法庭判
決是法治精神的核心要素，有人不滿判決，對法
官進行人身攻擊乃至恐嚇，警方必須依法追究，
不容本港司法獨立公正的基石被動搖。
本港堅持司法獨立，不受政治影響判案，是不
容置疑的事實。近期多宗有關旺角騷亂暴動罪的
審訊，主審法官在裁決時都提及不會考慮事件的
政治背景和主張。包括《公安條例》在內的本港
大部分法律條例、本港設有陪審團的司法制度，
都是沿襲英國的普通法體系，市民從媒體可充分
了解相關案件的審判過程，判決亦經陪審團充分
參詳而作出。彭定康對梁天琦案的判決妄加批
評，指責法官濫用法律程序，毫無事實根據，是
對本港司法體系的侮辱和抹黑。對此，特首林鄭
月娥亦反駁指，案件的處理完全沒有滲入政治成
分，對於有人因個人立場批評法院或法律，損害
香港法治精神和核心價值，她表示極度遺憾。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早前在資深大律師委
任典禮上致辭時強調，法庭的職責是就不同觀點
裁斷法律爭議，而裁斷必須恪守法律、法律原則
和法律精神。馬道立還提到，近年社會上有些人
似乎忽略了這點。特別是案件源於一些具爭議的
政治、經濟或社會事件時，有人對事件有牢固的

立場，往往將自己對法律的看法與法庭對該事件
的裁斷結果畫上等號。彭定康之流的政客，為淡
化梁天琦的違法暴力罪行，煽動年輕人繼續暴力
抗爭，刻意詆毀本港的法律和判決，正正是罔顧
法律原則和法律精神，以政治立場批評法庭判
決。
2011 年倫敦騷亂，現任英國首相、時任內政
大臣文翠珊譴責騷亂行為是「絕對的犯罪行
為」，要求違法者須接受制裁。英國法庭顯示出
決不姑息的決心，超過 1,000 名示威者被判入
獄，當中有 40 個觸犯暴動罪的犯人，平均刑期
達到 5 年 3 個月；兩名青年因在社交網站煽動騷
亂被判 4 年監禁；一名 23 歲的青年，在騷亂期
間偷取一瓶價值 3.5 英鎊的礦泉水，被判刑半
年。法官在駁回有關被告上訴的判詞中指出，倫
敦騷亂期間犯罪者無法無天，令人極為震驚，完
全無法原諒，法庭裁決要起到懲罰和震懾的雙重
作用。
當公眾安全受到威脅及破壞，英國實施嚴刑峻
法，強調以阻嚇性的刑罰以儆效尤。對於倫敦騷
亂的判決，為何彭定康及英國的人權組織不指責
英國政府「濫用法律程序」、法庭「被政治利
用」？按照同理原則，彭定康有何資格對香港的
司法制度指指點點？
彭定康和本港政棍互相唱和，貶低本港司法制
度，一眾極端激進分子更肆無忌憚狙擊梁天琦案
的主審法官，惡毒詛咒其家人。威脅法官及家
人，施加壓力影響判案，是對司法制度的最大傷
害，是嚴重藐視法庭，絕對不能容忍，警方必須
予以徹查並將違法者繩之以法，保障法庭的尊嚴
不受冒犯。

關係對立 70 年的朝美兩國，昨在新加坡實現最
高領導人首次會見，就朝鮮半島無核化及和平機
制構建展開磋商並簽署聯合聲明，雙方同意朝鮮
半島完全無核化的努力方向。朝美選擇以政治談
判解決紛爭，結束對峙，邁出半島無核化與持久
和平的重要一步，這是相關各方包括中國努力推
動的結果，中國和韓國等相關各方將在其中繼續
發揮獨特而重要的作用。朝美達成實現半島無核
化的共識，開啟半島和平發展的序幕，下一步更
需務實制定建立和平機制的行動路線圖和時間
表，與中韓等各持份者共同努力，把東北亞的和
平之路走穩走好。
「特金會」可謂一波三折，經過朝美雙方密切
溝通，加上中韓等相關各方的積極斡旋和溝通，
終令朝美最高領導人在新加坡實現舉世矚目的面
對面和談。特朗普和金正恩簽署聯合聲明，努力
建立朝美新關係，構建朝鮮半島持久穩定和平機
制。特朗普承諾為朝鮮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重
申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的承諾。朝美對立逾半個
多世紀，兩國領導人努力通過政治談判解決問
題，並在各方推動下最終坐下面對面平等對話，
本身就具有重大意義。
中方一直堅持實現半島無核化，堅持維護半島和
平與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一再呼籲
朝美雙方應開展直接對話、建立互信、通過政治外
交等和平手段解決問題。現在朝美選擇以政治談判
方式解決問題，正是中方努力推動的目標。
朝美會晤取得階段性成果，中國發揮了獨特而
重要的作用。金正恩在今年 3 月和 5 月兩次到中國
訪問，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習近平主席在會
晤時表示，中方支持朝方堅持半島無核化，支持

朝美對話協商解決半島問題，願繼續同有關各方
一道，為全面推進半島問題和平對話解決進程、
實現地區長治久安發揮積極作用，支持朝方戰略
重心轉向經濟建設，支持朝鮮走符合本國國情的
發展道路。中方提出了朝鮮停止核試和韓美停止
軍演的「雙暫停」倡議和「雙規並進」思路。如
今，朝美會晤成事，充分顯示中方提出的「雙暫
停」倡議現實可行，而半島形勢也正沿着「雙規
並進」思路邁進。
特朗普昨在記者會上表示，金正恩在這次會商
中重申對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的堅定承諾，而他
信任金正恩將會信守承諾，即金正恩已承諾會摧
毀朝鮮導彈發動機測試場。特朗普並表示，美國
將取消美韓聯合軍演，以利美朝雙方就全面協議
進行談判，並在不久後宣告朝鮮戰爭結束，希望
有朝一日能撤走 3.2 萬名駐韓美軍。朝鮮半島和平
之路已邁出第一步 ，但要建立半島持久和平機
制，確實任重道遠，需要朝美兩國排除干擾、建
立互信、克服困難，務實制定行動框架、路線圖
和時間表，雙方要有對等的保障措施。而隨着半
島無核化取得進展，聯合國安理會需要檢討並調
整對朝的經濟制裁，包括暫停甚至解除對朝的經
濟制裁。
無論是半島完全無核化的推進、最終結束朝鮮
戰爭狀態、建立半島持久和平機制，還是支持朝
鮮戰略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中韓及相關各方的參
與都不可或缺，中國更扮演重要角色，發揮關鍵
的促進作用。正如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所指，在半
島問題上，沒有人能質疑中方發揮的獨特和重要
作用，中方將繼續發揮獨特和重要的建設性作
用。

賽程就啱放工 世盃帶旺全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萬眾矚目的2018國際足協世界盃將於
香港時間明天晚上在俄羅斯揭幕。港人熱愛足球，也愛夥同三五知己齊
齊睇波，加上今屆世界盃的比賽時間非常「配合」香港上班一族，將
為本港飲食及零售市道帶來無窮商機，特別是大型商場、酒吧、卡拉
OK及球衣專門店均熱切期待世界盃來臨，但希望強隊可發揮出水平，
否則早早出局便會令球賽可觀性減弱，銷情也受影響。飲食界立法會議
員張宇人相信，整個世界盃賽事可為香港飲食界帶來逾億元市道。

張宇人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每逢有世界盃及歐洲國家盃等大型

足球賽事，必會為香港飲食業帶來商
機，尤其是今屆的比賽時間於香港的晚
上至凌晨舉行，對一般打工仔而言最為
理想，料會為業界帶來億元市道，當中
以酒吧及卡拉 OK 最理想，「客人去酒
吧及卡拉 OK 睇波，不需要太多服務，
故成本也較酒樓低。」

張宇人：港球迷唔熟非洲波
他並指，世界盃亦有助創造職位空
缺，因業界需聘請「幫工」，但希望強
隊的表現好一點，「如果世界盃較後階
段多非洲球隊，相信香港球迷對他們不
太熟悉，出街睇波的意慾便會減低。」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酒吧
業界比較受惠，料平均有 20%增長，部
分甚至可達 30%以上，但酒樓與茶餐廳
則不大受惠，「雖說不少賽事於晚飯時
間及黃金時間舉行，但過往世界盃的經
驗，酒樓得益非太明顯，且不是太多食
肆有足球轉播。」
至於茶餐廳，他指由於食客佔用時間
較長，就算有最低消費，最終也可能得
不償失。

酒吧料旺場 酒樓茶記難賺
有位於旺角的酒吧負責人鄭小姐形
容，「十分期待」今屆世界盃，生意一
定會上升，個別賽事或會「爆場」要提
早預訂。她指出，今屆世界盃由於獲贊
助，故會於比賽期間向酒客送禮，例如
吹氣球衣裝飾品及印有不同國家隊旗幟
的打火機等。

她指出，4 年前的巴西世界盃是在香
港的深夜或清晨時間進行，今屆時間理
想，對生意樂觀，部分賽事或會收取每
人最低消費 150 元至 200 元另收加一，
亦或會取消歡樂時光。

意荷波衫收檔 《足球小將》補鑊
另一方面，每逢國際大型球賽當前，球
衣店也屬「大贏家」。旺角「樓上舖」No.7
球衣店負責人林民俊指出，今屆賽事的國
家隊球衣約於半個月前已有「返貨」，連
印字一般約700元，球員落場版則要1,150
元，由於競爭激烈故沒有加價，相信正式
開鑼後不久銷情會推上高峰。
他表示，目前以德國、日本及法國比
較受歡迎，球員印字方面則以德國卻奧
斯與奧斯爾及法國基沙文最熱門，日本
的《足球小將》也有一定捧場客。
他續說，今年出售的都是比較熱門的球
隊，很多冷門球隊都沒有入貨，因一來有
些沒有行貨，價格會貴一點，且購買的人
很少，「好多人都會問，但未必會買。」
冷門之中，其店也有出售尼日利亞，
他指由於該隊球衣設計靚，故只入數十
件已售罄。
至於港人追捧的英格蘭，林民俊指由於
比較遲才確定號碼，故銷情較慢熱。對於
為何日本隊印漫畫《足球小將》的，他指
其實以前都有人印，只是今屆比較多，
「可能許多日本的真實球員都已買了，顧
客認為印《足球小將》人物無咁悶。」
不過，今屆由於意大利及荷蘭兩支熱門
球隊都未能打入世界盃決賽周，他指對生
意一定有影響，只希望賽事賽果正路，熱
門球隊的表現好一點，不要太早出局。

「睇波自由行」搶手 4強決賽團爆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除了安
坐家中收看世界盃賽事，不少球迷更選
擇遠赴主辦國親身感受球賽氣氛，及親
眼欣賞這些名副其實的世界級賽事。今
年香港多家旅行社均推出前往俄羅斯的
「睇波自由行」套票，包來回機票及 4
強決賽入場券，費用最昂貴近 13 萬元，
旅行社表示訂購反應理想。
中旅社推出的世界盃套票由 1.8 萬元
至 12.9 萬元，包括來回機票、指定場次
門票，但住宿需另外訂購。旅行社指訂
購反應較預期理想，已售出逾 200 張套
票，不少觀看熱門國家球隊的套票已爆

滿，部分訂單因應當地住宿及場次緊張
而取消。
康泰推出的套票售價由 2.1 萬元起，
揭幕戰售 4.2 萬元，決賽更售 8.6 萬元，
包 1 張門票、來回機票及兩晚酒店住
宿；以睇波為主題的 8 天旅行團價格則
由4.6萬元起。
永安旅遊推出「睇波郵輪團」，價格
由 3.4 萬元起，飛往英國倫敦後轉乘郵
輪，途經挪威、丹麥、俄羅斯等多國，
並到岸上觀光，包一張 16 強賽事門券。
旅行社指反應理想，4 強及決賽團已爆
滿。

獨家直播貴到死 上網睇波怕犯法

商場酒吧K房波衫店盼強隊「生性」料為飲食業創億元市道

商場世界盃直播

商場

直播賽事

將軍澳東港城

全部64場賽事

奧海城

全部64場賽事

荃新天地

全部64場賽事

屯門市廣場

全部64場賽事

觀塘apm

全部64場賽事

荷里活廣場

ViuTV 19場免費直播賽事

九龍城廣場

只播放其中15場賽事

資料來源：互聯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有酒吧負責人
「十分期待」
今屆世界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林民俊指出，德國奧斯爾（右）及法國基沙文成為目前最好賣的球衣
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球鞋波衫舖「等旺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印上漫畫足球小將人物戴志偉名字的日本球
衣。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今屆世界盃直播權由
NOW TV奪得，NOW TV索價高達880元，較上屆賽
事支付270元便可在手機和平板電腦觀看比賽昂貴數倍，
免費電視頻道只會播放其中19場賽事，不少平日有購
買英超頻道的NOW客戶也覺「肉赤」，至今還未決定
是否付費觀賽。部分球迷或會改為上網等其他方式收看
賽事。不過，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於網上觀看球賽或上
載賽事片段與朋友分享，同樣有機會構成侵權行為。
俄羅斯世界盃明日開鑼，球迷如果想安坐家中看足
全部 64 場比賽，便需向 NOW 支付 880 元，或只收看
免費電視提供的 19 場球賽。若以其他方式收看球賽
有可能是犯法行為，除海關近日接連打擊的違法電視
機頂盒外，上網觀看賽事亦一樣有問題。
大律師陸偉雄指出，球迷上網看外國的直播雖然沒
有侵犯世界盃在香港的版權，但只是在侵犯另一版
權，擁有當地播放權的機構一樣可控告有關市民侵
權，「不追究不代表合法，只是可能對方考慮到要到
香港作出追究較費時失事。」
除訂購收費電視頻道外，市民亦有很多方式可以收
看比賽，不少食肆在世界盃期間都會播放賽事，而多
個商場亦會舉辦「睇波」活動，部分商場更會播足全
部64場賽事。

另外，不少人都有使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的生活點
滴，陸偉雄提醒球迷在世界盃期間切勿利用社交媒體
發佈賽事片段，「有些人可能看到入波後很開心，將
入球的片段放上網與朋友分享，但這個做法一樣屬於
發佈，構成侵權行為。」

3 煞壘球棍掃場 打爆酒吧大電視
■凌晨遭刑
毀的酒吧，
日間重門深
鎖。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鄧偉明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俄羅斯世
界盃將於本周四（14 日）正式開鑼，一間
位於九龍城的酒吧卻在盛事前夕慘遭破

網上發佈賽事片段隨時瀨嘢

壞。
昨凌晨突被 3 名分持壘球棍的蒙面大漢闖
入，擊毀店內兩部大電視機及一批財物逃
去，所幸事件中無人受傷，警方已列作刑事
毀壞案追查案件動機。
現場為九龍城沙浦道65號地下一間酒吧。
昨日凌晨 4 時許，3 名均戴口罩、鴨舌帽及
持壘球棍的男子，突闖入店內，不發一言，
揮動球棍打碎兩部掛牆的大電視機，再掃毀
現埸一批杯碟，推翻枱椅大肆破壞，顧客見
狀爭相走避，惡漢得手後迅在附近登上一輛
疑作接應的私家車逃去無蹤。
未幾，警方接獲上址一名姓劉（40 歲）男

負責人報案，大批警員奉召到場調查，證實
無人受傷，另在附近一帶兜截可疑人亦無發
現。酒吧負責人經點算，證實合共損失財物
總值約 8,400 元，但聲稱沒有與人結怨，未
知對方上門破壞的動機。
警方事後翻看現場的閉路電視片段，正設
法追查 3 名涉案男子下落及案件動機。案件
列作刑事毀壞案處理。

警籲查清楚酒吧安全再光顧
每逢有大型足球賽事，包括世界盃及歐洲
國家盃舉行期間，不少市民會選擇到酒吧觀
看球賽，但部分酒吧人多雜亂，球迷酒後又
易生衝突，部分酒吧更涉嫌與三合會活動有
關，因此建議市民光顧前最好先了解清楚酒
吧資料以保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