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三丑」

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

淑莊等「佔中九男女」，被控串謀作出及煽惑他

人作出公眾妨擾等罪，案件下周一開審。繼早前

發起「一人一信」後，國際特赦組織昨日再發表

簡報，聲稱違法「佔中」期間的示威「大體上和

平」，又聲言律政司以普通法檢控9人會令控罪

「含糊不清、刑罰更重」。香港政界人士批評，

該組織再三干擾香港的司法獨立，更無視「佔

中」擾民的事實。有法律界人士則強調，以普通

法檢控9人的做法合適，質疑組織的說法只是想

為9人減輕罪責。

外力出口術保「佔禍九男女」
政界批無視擾民事實 法律界：以普通法檢控合適

國際特赦組織昨日發表簡報，聲
稱「佔中」原本要求以民主方

式選出香港行政長官，後來成為「大
規模支持民主的力量」，市民其間以
「大體上和平」的方式參與示威抗
議。
簡報又聲言，控方「罕有地」決定
以普通法檢控9人公眾妨擾罪，並未以
成文法檢控他們，前者最高刑罰則是
監禁7年及罰款，後者最高可被判監3
個月及罰款，除了刑罰更重外，又由
於普通法遵循先例的原則，罪名相對
「模糊」、「抽象」。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昨日也發出
新聞稿。組織香港分會總幹事譚萬基
就聲稱，是次檢控是「秋後算賬」，
目的是要「壓制民主運動」和有關香
港民主及「自主」的「討論」，要求
撤回9人檢控，又稱控方「故意」採用
「籠統且模糊不清」的罪名，對香港
的言論與和平集會自由造成「寒蟬效
應」云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9人及其他
「佔中」主事者初時高舉「違法達
義」旗幟，並稱會承擔刑責，「現在
他們被告，就不應該找人為他們漂
白，而是堂堂正正面對審訊，這根本
是出爾反爾，跟他們當初所講的是兩
回事。」

長時間霸路竟稱「和平」
針對國際特赦組織聲言「佔中」期

間的示威「大體上和平」，盧瑞安直
指「佔中」產生的社會不安延續多
時，「那是和平嗎？把路攔住不讓人
通過是和平嗎？做生意的人蝕了幾多
金錢？打工仔上下班繞路浪費了幾多
時間？難道要搞出人命才是不和平
嗎？」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表示，對國

際特赦組織一而再、再而三破壞香港
法治感到痛心。他強調，香港是法治
社會，按照法律辦事，任何人涉嫌違

法，政府也應起訴，至於是否違法、
判刑如何便是法庭的責任，而任何人
無論背景，也應尊重法庭的判決，並
批評要求撤銷檢控是有法不依的舉
動，亦是背離香港市民期望的做法。

簡易治罪例只針對輕微犯罪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

馬恩國指出，律政司以普通法檢控9
人，是由於成文法《簡易程序治罪條
例》第四條的公眾妨擾罪，只是針對
個人的妨擾行為，並沒有關於煽惑他
人作出妨擾的內容，因此如果要同時
檢控他們串謀作出及煽惑他人作出公
眾妨擾，必須以普通法檢控。
他續說，《簡易程序治罪條例》是

針對小型、個人式的輕微犯罪，如其
中的公眾妨擾罪就是針對隨街大小二
便等行為，而「佔中」是大規模的犯
罪行為，因此該條例不適用於是案，
並質疑國際特赦組織的觀點只是想為9
人漂白。

包括「佔中三丑」等的
「佔中九男女案」即將開
審，「三丑」中的戴耀廷及

陳健民等動作多多，試圖營造輿論壓力逃避即將
來臨的審判。時事評論員王岸然就發帖揶揄，3
人此前一直稱主動承擔法律責任以「感召」其他
人「公民抗命」，「（現在）點解要求（政府）
撤控，根本上不願面對責任？」
王岸然喺自己fb發帖，話自己反對任何參加

「佔中」者去自首，「『公民抗命』犯什麽法？
做乜自認犯法？有智（知）識的人為何明知犯法
之事也去做？這都是矛盾的吧？」
他續指，「佔中三丑」的論述，「是主動承

擔法律責任以感召其他人『公民抗命』，即是
在最大程度上聖化自己的行（為）吧？基督精
神也在於用自已（己）的犧性救贖世人啊。為
何到真係被檢控的今天又拒絕認罪？出動所有
力量關係要求政府停止檢控？……耶穌有沒有
在上十字架前逃走？蘇格拉底有無在喝毒酒前
借尿遁？」
王岸然最後恥笑道：「法律教授只係自認一條
輕罪詐（咋）！（非法集會）哦！你唔係讀Law
都無咁好笑，檢控什麽係由被告自由選擇的嗎？
咁有信心何不大大方方尊重法制等法庭裁决，點
解要求撤控，根本上不願面對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控罪都想自己揀
即係唔想負責

��

「公民抗命」可犯法？
Alexjan Ford：「公義」就可以無法
無天任你噏？發夢無咁早。你根本不
知道法律為何物。

Kin Wu：唔通話有政治動機就似練
咗金鐘罩咁，咁殺人放火都得拉
（啦）。

Jack Yip：做得出唔怕認呀 ! 唔敢坐
監呀？

Lap Sun Ho：做乜淆×晒底，之前
重好×英㗎

Bill Tong：害蟲違法達義，現在就怕
「佔中」被定罪。明明「港獨」還在
狡辯。

謝子祺：「公民抗命」唔係包括法庭
抗辯？唔係包括抗辯時宣揚理念產生
強大的道德感召力？

■國際特赦組織再為「佔中九男女」辯護。圖為2017年3月30日9人到灣仔警察總部報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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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美國國會的美
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在最新年度報告中，
建議美國商務部重新審視香港獨立關稅區的地
位，香港商界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報告內對香港的指控是毫無根據的，並不
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又批評美國故意挑起事
端，目的是增加中美貿易談判的籌碼。

審視關稅地位欠理據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李應生表示，香港是
一個自由港，向來不設任何關稅，而根據基本
法規定，香港可以在經濟、貿易、金融等領
域，單獨與世界各國簽訂和履行協議。美國這
份報告要求美國政府重新審視中國內地及香港
兩個關稅區的做法，完全是欠缺理據的。

他強調，香港一直根據基本法行事，在面對
挑戰及危害「一國原則」底線的事件時必須依
法處理，美國卻借某些事件挑起事端，是「輸
打贏要」，以圖打擊香港與國家的關係。
香港紡織商會名譽會長顏寶鈴表示，香港是

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亦希望香港
回歸後能夠越來越好，所以一直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支持香港依
法推進民主發展，堅定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
她批評，美國這份報告以特區政府合理合法

地取締「民族黨」等種種事件為藉口，進而要
求提防中國資訊科技製造業的發展，明顯別有
用心，值得警惕。「我們要堅決防範和遏制外
國勢力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張學修指，美國這
份報告毫無根據，是胡說八道，根本不符合香
港與國家的實際情況。香港一直是單獨的關稅
區，若美國單方面對此作出改變，是不合理的
做法，既違反世貿框架，也不符合「一國兩
制」和香港發展利益。

挑事端圖添貿戰籌碼
他強調，香港一直是自由城市，貨物可以自由

進出和免稅，市場比其他國家及地區更開放。他
批評，在中美貿易戰下，美國試圖利用香港以增
加貿易談判的籌碼，目的是要抵制中國。
香港潮州商會永遠榮譽會長胡劍江表示，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言論自由
均受到基本法的保障，香港現在的言論自由相
對回歸前還要高。同時，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香港是屬於中國內部事務，外國不應該、
也沒必要指手畫腳。

商界批美挑機港關稅圖助攻貿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美中經
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發表年度報告，聲稱中國
中央政府「加強壓制」和「干預」香港特區事
務，各反對派議員即時「非常配合」地稱，報
告內容並非完全無的放矢，並要求特區政府及
建制派不要再作出任何「有損『一國兩制』」
的行為、倡議及言論。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批
評，有人「指鹿為馬、妄自菲薄，自毀長
城」。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批評反對派是在為虎
作倀。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更指，反對派與美國
反華政客裡應外合，禍港殃民，實可恨可恥。
公民黨5名立法會議員昨日舉行記者會，聲
言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報告內容「並非
完全無的放矢」，而是次事件足以反映香港的
政治情況會影響外國政府對香港的經濟政策，
故該黨「強烈呼籲特區政府及建制派，切勿作
出任何有損『一國兩制』，尤其削弱香港市民
及外國人士在香港享有的自由的任何行為、倡
議及言論」。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則聲言，特區政府不應以
各種不同方法「收窄」香港言論空間和公民的
參選權利後，仍然以為國際社會會相信「一國
兩制」並無走樣和變形，又稱林鄭月娥身為特
首，「有責任確保香港不會捲入中美貿易戰的
漩渦。」

湯家驊：指鹿為馬毀長城
湯家驊昨日發表網誌，首先大談美國的現
況：不少司法部門和檢控官員在美國總統特朗
普上台後不斷被撤換及辭職，涉及行政干預司
法體系的事件不斷發生；在新聞自由方面，
「最少特首沒有每天也在攻擊傳媒，以散播

『虛假』信息之說打擊傳媒之公信力；也不會
如特朗普般拒絕讓他不喜歡的記者出席記者會
或到白宮採訪，或如在大選後的記者會上要求
白宮人員搶咪，以暴力阻止有線電視新聞網記
者追問他在『通俄門』事件上的角色。」
他質問道：「這些均不是赤裸裸的干預新聞

自由嗎？為什麼傳媒和政客們就這些事件卻悶
不吭聲？為什麼美國國會不發表報告譴責特朗
普、慨歎美國法治、新聞及言論自由被『嚴重
侵蝕』？」
湯家驊直言，香港在世界上的確不是最宜居

城市，但在東南亞，香港的法治、和新聞及其
他自由遠勝絕大多數國家或地方。法官的獨立
性也早為其他地方人士津津樂道；自由和權利
有基本法及法庭保障；行政機關有立法會和法
庭制衡。「試問有哪一處地方有如此公開及全
面的法律保障？香港人身在福中，為何還要指
鹿為馬、妄自菲薄，自毀長城，甚至向其他國

家哭訴、說香港法治、自由無存？」

李慧琼批甘為虎作倀
李慧琼指出，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

表的報告內容明顯偏頗，且選擇在中美貿易戰
打得如火如荼期間發出，其通過打擊香港而制
衡中國的政治目十分明顯。「在這個關鍵時
刻，反對派不但看不到國家面對的嚴峻情況，
反而將有關報告視之為完全正確，帶着有色眼
鏡去看國家對香港的政策，做法是為虎作
倀。」
吳秋北亦發帖狠批道：「老美在港播『獨』
不成便準備把貿易戰燒及香港，那道貌岸然終
於原形畢露，其強權本性就是『順我者生，逆
我者亡』。殊不知貿易往來本於共贏，動輒開
打貿易戰只會陪輸！可恨可恥的是，專業政棍
還叫政府以低姿態作承諾什麼，此實為裡應外
合，禍港殃民，真夭壽天殺的！」

美報告搞香港 反對派忙配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一再炒作香港外國
記者會（FCC）副主席、《金
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工
作簽證不獲續期，及被拒以旅
客身份入境一事，更於日前去
信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
琼，要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出
席會議解釋。多名建制派議員
昨日表明支持入境處的做法，
希望李慧琼可同時向張建宗表
達並指出反對的議員只是少
數。有建制派議員更批評反對
派胡亂將事件與新聞自由掛
鈎，直言根本無人留意過馬凱
寫過什麼文章，「咁同新聞自
由有咩關係呢？完全係無稽㗎
嘛！」

反對派要張建宗解釋
在昨日內委會會議上，李慧

琼一貫匯報下周一與張建宗會
面的內容，表示會將24名反
對派議員日前就馬凱事件發出
的信件交給對方，及轉達當中
意見。有建制派議員得悉事件
後，紛紛發表意見，希望李慧
琼屆時可加以補充。
民建聯議員張國鈞表示，希

望內會主席或副主席能準確如
實反映議員意見，包括強調議
會內該24名議員佔議會不足
35%，而超過一半議員都支持
入境處處長的決定。
新民黨議員葉劉淑儀則指，

假如再有人說馬凱事件是打壓
新聞自由，應該要問他們馬凱
寫了什麼文章、發表了什麼言
論和報道令人不滿。她坦言，
自己從來沒留意馬凱寫過什
麼，認為事件與新聞自由完全

無關，而是馬凱在FCC提供
平台給「港獨」分子演講。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表示，絕對
支持香港入境處處長的決定，並
對於24名議員稱「特首不惜一
切代價將事件升溫」和「香港政
府是不折不扣的北京傀儡」的說
法，表示最強烈的抗議和譴責，
批評這是對特區政府的抹黑，從
而抹黑整個香港。

建制促如實反映意見
她認為馬凱事件和言論自由

與新聞自由絕對無關，而反對
派24名議員的信反令事件進
一步升溫與製造事端，希望內
會主席與副主席能如實反映她
的意見。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語帶挑釁

地稱，既然建制派議員認為事
件沒有問題，就應該將他們向
政府和國際傳媒逐個點名，讓
他們「旗幟鮮明」支持特區政
府。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直言並不

介意，同時更希望告訴傳媒只
要危害國家安全，香港必定會
做任何工作去維護國家安全。
他亦建議張建宗毋須理會此
事，因為有關事件正在上訴當
中。
新界西議員何君堯也指出，

事件正在程序當中，邀請張建
宗前來公開討論並不合適。他
並質疑假如反對派認為事件反
映特區政府是「北京傀儡」，
那麼反對派是否就是「走狗、
叛國和支持『港獨』者」。
李慧琼和副主席郭榮鏗均

說，與張建宗會面時會如實反
映所有議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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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要求內會主席及副主席，準確如實向張建宗反映議員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攝

■王岸然fb發帖質疑「三丑」想走數。 fb截圖

◀公民黨5名議員聲言美中經濟與安全
審議委員會報告內容「並非完全無的放
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黃之鋒前年11月到美國國會山莊向美
國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唱衰香港。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