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港青
年陳同佳
（19

歲），去年2月7日與女友潘
曉穎（20歲）同遊台灣共度
情人節，惟在原定回程的17
日凌晨，陳在台北大同區紫
園旅店內涉嫌殺害女友，並
在早上11時26分左右獨自拖
着一個疑藏有女友屍體的粉
紅色大型行李篋離開，而當
日潘的銀行賬戶在台被提取
兩萬元新台幣（約 5,400 港
元）。及至當月 19 日至 21
日，女死者潘曉穎的銀行賬
戶在港被陳提走 1.92 萬港
元。
翌月11日，潘父因多番向陳
追問女兒下落無果，在港報案
並赴台北紫園旅店尋找及向當

地警方求助。本港警方則在同
月13日傍晚，以陳涉嫌非法提
取潘的銀行賬戶款項將其拘捕
調查，當晚台灣警方在新北市
竹圍捷運站附近草叢尋回潘的
遺體，惟已嚴重腐爛見骨。陳
則承認2月17日在台灣殺害女
友，並用行李篋運走屍體丟棄。

港台間不適用刑事互助法
由於疑兇已潛逃返港，礙
於《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條例》和《逃犯條例》不適
用於香港和台灣之間，台灣
方面至今無法處理就疑犯送
交台灣接受審訊的安排，而
本港法院只能檢控陳在港涉
嫌干犯的4項洗黑錢及3項盜
竊交替控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涉在台殺女友 港疑犯難移交受審
懷孕的20歲女兒與

男友到台灣地區旅行被
殺害，遭裝入行李箱棄
屍草叢，發現時已屍骨

不全，而懷疑殺害女兒的港男更逃回
香港，藉港台無移交逃犯安排逃避法
律制裁。受害少女的母親昨聲淚俱下
表示，自己與丈夫至今未能接受有關
事實，晚晚都無法入睡，冀特區政府
能彰顯公義，完成法例修訂，令逃犯
可移交台灣接受審訊，讓女兒可討回
公道，沉冤得雪，早日安息。
受害少女的母親昨日在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李慧琼和周浩鼎的陪同下會見記
者，表達支持作出有關法例修訂的強烈
意願。該名母親談起女兒遇害的情況，
不禁聲淚俱下。她強調自己的女兒乖
巧、孝順，自己和丈夫都很疼錫女兒。
她又說，雖然女兒已遇害近一年，

但自己和丈夫至今未能接受有關事

實，晚晚都無法入睡，不禁想起種種
女兒遇害的場景︰兇手拉篋運屍、女
兒被棄屍荒野、屍身被野狗咬食、發
現時屍骨不全，「我晚晚都瞓唔到，
唯一可以幫到個女就係討回公道，
(令她)沉冤得雪，早日安息。」
該名母親冀特區政府可以彰顯公

義，做好有關司法互助的法例修訂，
令兇手可被移交至台灣接受審訊，
「呢個兇手真係太過冷血同殘忍。」

民建聯支持修例
李慧琼表示，有關案件令公眾感到痛

心，民建聯亦曾去信要求特區政府在
「一國兩制」框架下，應想盡辦法移交
有關逃犯，並為港台兩地警方提供共同
合作的法律基礎及安排。因此，民建聯
支持有關修訂，並期望當中的新安排可
盡快落實，令受害者的公義可得到彰
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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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疑犯個案安排擬修例
免港成「逃犯天堂」需特首啟動程序法庭公開聆訊

現時移交逃犯的做法及漏洞
做法1
長期安排︰透過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簽訂移交逃犯協定

漏洞︰現時只有與20個司法管轄區有相關協定，尚有逾170個聯

合國會員國或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未有相關協定

做法2
個案方式︰有關個案須先在立法會審議，獲通過後才可採取行動

漏洞︰審議期最短為28天，最長為49天，涉案人士可在這段時

間離開香港，執法部門無法定權力扣留；涉案人士亦可以

個案細節已被洩露，違反其公平聆訊機會而提出司法挑戰，

故香港回歸以來不曾採取有關做法

做法3︰
不適用：現行法例訂明移交逃犯不適用於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部

分

漏洞︰若內地、澳門或台灣地區的犯罪分子於香港犯案後回到自

己所屬地，或港人於內地、澳門或台灣地區犯案後回到香

港，將可逃避法律制裁，造成不公義的情況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問︰刪去條例中不適用於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地方的限制，會
影響人權？

答︰《逃犯條例》列明5項移交限制去保障個人權利︰

1. 有關行為在兩地都構成犯罪，才符合移交的基本要求，而且

只有46項嚴重罪行，如謀殺、強姦、綁架等才會被移交。

2. 不可以「一罪兩審」，如果有關罪行已被審訊，就不可以

於另一地方再審。

3. 涉及政治性質的罪行不會被移交。

4. 不會因種族、宗教、國籍、政治意見而被移交。

5. 若有關罪行會判處死刑，除非請求方保證不會執行死

刑，否則不會移交。

問︰修例後當局可隨意移交涉案人？
答︰除了上述5項移交限制去保障個人權利外，移交逃犯亦有程

序保障，有關請求在行政長官發出授權進行書後，必須經法

庭進行公開聆訊，由法庭把關是否符合法例要求及人權保

障，有關人士亦可提出反對交付拘押，最終由法庭裁決是否

發出拘押令，之後行政長官才可決定是否發出移交令。

問︰為何不可以維持現狀？
答︰一名港男涉嫌去年在台灣殺害女友後回港，由於現時法例

限制，無法將該港男移交台灣接受審訊，有關事件反映出

現時的法例漏洞。如果容許嚴重罪犯潛伏在香港，不止違

反公義，亦會嚴重威脅香港治安及市民的人身安全，故政

府認為應堵塞漏洞，加強打擊罪案。

問︰修例後有無追溯期？如上述港男涉嫌在台殺害女友一事，
屆時能否移交台灣受審？

答︰有關法例沒有所謂追溯期，至於個別案件是否仍可處理，

主要看有關案件在該司法管轄區是否仍在檢控期限之內，

只要請求方提出請求和證據，沒有牴觸移交限制，而法庭

經聆訊後同意批出有關命令，就可進行移交逃犯的程序。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及政府消息人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甘瑜

現時香港要啟動移交逃犯程序，有兩個做
法：一是以長期安排，即與其他司法管

轄區簽訂移交逃犯協定。不過，目前香港只和
20個司法管轄區有相關協定，尚有逾170個聯
合國會員國或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未有相關協
定，覆蓋面明顯不足；二是採取個案方式，惟
該方式須先將個案放在立法會審議，獲通過後
才可採取行動。

立法機關審議生兩弊端
不過，個案方式在實際操作上，立法會的審
議期最短為28天，最長為49天，討論時可能
會驚動涉案人士。若有關人士在此時離開香
港，執法部門無法定權力扣留。另外，涉案人
士亦可以個案細節已被洩露，違反其公平聆訊
機會而提出司法挑戰。
此外，現時的《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

法律協助條例》均訂明，不適用於香港以外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令香港與內地、

澳門、台灣無法移交逃犯。
有見港男在台殺害懷孕女友一案引起社會爭

議，認為特區政府應檢視法律程序問題。保安
局詳細檢討兩修法例後，認為須盡快修訂，以
堵塞漏洞，保障社會安全。
政府建議，刪除條文中訂明，移交逃犯不

適用於香港以外的中國其他部分的限制。同
時，參照國際做法，建議將一次性的移交逃
犯個案安排，由須經立法會審議，改為由行
政長官作出證明書以啟動程序。政府解釋，
有關做法旨在避免驚動逃犯，令逃犯有時間
離開香港，或導至公開案件細節，影響公平
聆訊。
此外，政府建議容許一次性個案方式適用於

任何未與香港訂有移交逃犯協定的地方。
至於公眾關注的人權問題，政府強調法例修

訂後，人權保障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包括
繼續採用5項移交限制去保障個人權利，包括
有關行為若非在兩地都構成犯罪、逃犯移交後

或會被判處死刑等都不會移交逃犯（詳見
表）。

案件無牴觸限制即處理
同時，涉案人士亦受程序保障。消息人士強

調，修例後不等於其他司法管轄區提出要求、
特首發出證明就可移交逃犯，程序還須經法庭
公開聆訊，即由法庭把關，若法庭認為有關請
求不符法例要求，即可拒絕。
被問及修例後有無追溯期、是否就可將涉嫌殺

害女友的港男送回台灣審訊，消息人士指有關法
例沒有所謂追溯期，至於個別案件是否仍可處理，
主要看有關案件在該司法管轄區是否仍在檢控期
限之內，只要請求方提出請求和證據，沒有牴觸
移交限制，而法庭經聆訊後同意批出有關命令，
就可進行移交逃犯的程序。
政府消息人士指，如果容許嚴重罪犯潛伏在香

港，不止違反公義，亦會嚴重威脅香港治安及市
民的人身安全，故須堵塞漏洞，加強打擊罪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去年

一宗港男在台殺害懷孕女友並棄屍的

案件轟動港台社會，亦令公眾關注兩

地沒有移交逃犯安排的問題。保安局

昨日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交文

件，建議修例堵塞法律漏洞，刪去

《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

協助條例》中不適用於香港以外的中

國其他部分，及將一次性的移交逃犯

個案安排，由須經立法會審議，改為

由行政長官作出證明書以啟動程序，

最終能否移交逃犯，須經法庭公開聆

訊，由法庭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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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被殺的少女潘曉穎的母親在台灣被殺的少女潘曉穎的母親（（中中））冀盡快完成修例冀盡快完成修例，，將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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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實執行董事趙國雄昨指出，預計本
港樓價仍有一成的下跌空間，加上近年
不需要入息證明的高成數按揭出現，短
期內會令負資產宗數增加，因此新盤定
價會緊貼市況。本港樓價仍遠超市民負
擔能力，加上中美貿易戰前景不明，外
圍經濟不穩，本港樓市波動風險上升，
發展商主動提醒市民注意置業風險管
理，值得社會重視。市民買樓時，確實
更需謹慎評估負擔能力，尤其要避免作
出超能力的借貸，以防淪為負資產。

差餉物業估價署近期公佈的數據顯
示，去年12月本港私人住宅樓價按月再
下調2.4%，屬連續5個月下跌，累計從
高位回落9.2%。趙國雄預計樓價在已下
跌近 10%基礎上，今年仍有 10%的跌幅
壓力。這一看法與近期業界指樓市小陽
春提早來臨的看法不同。

國際調查機構Demographia上月公佈
全球樓價負擔能力報告，香港連續第9
年位列榜首，樓價對家庭入息中位數比
率，由前年的19.4倍惡化到去年的20.9
倍，屬「嚴重負擔不起」水平。可以
說，即使本港樓價再下跌10%，仍處於
脫離多數市民負擔能力的高位，這一點
市民不可不察。

今年全球局勢波動難測，中美貿易戰
前景不明，加上英國脫歐問題等，全球
經濟增長放緩或不可避免。從本港樓市
供應看，近幾年私樓供應處於高增長
期，政府預計今年私樓落成量會攀升至
2萬伙，其中中小型單位供應更多，未

來三、四年的9.3萬伙供應，其中8成為
中小型單位。中小型單位供應大增，加
上經濟放緩對本港樓市的持續壓力，細
價樓跌幅加大的風險確實存在。在此情
況下，本港發展商不盲目渲染樓市小陽
春的樂觀情緒，一定程度上有助市民在
作出置業決定前保持頭腦冷靜。

應看到的是，目前樓價若持續下跌，
或會令負資產宗數增加，但此輪負資產
增加，與2003年沙士肆虐時的負資產不
可相提並論。當年是因為受疫症打擊、
經濟衰退等綜合因素影響，人心惶惶，
資金鏈斷裂，導致樓市急速崩潰，造成
超過10萬宗的大規模負資產。如今本港
經濟基調穩健，樓市下滑只屬高位回
調，對本港金融穩定、樓市的衝擊有
限。按金管局統計，目前本港負資產個
案只有 262 宗，另外本港 66%的業主已
供完樓，加上政府規定400萬元以上新
樓最高做6成按揭，因此現時本港出現
大規模負資產的機會甚微。

總而言之，在目前經濟和樓市大勢
下，君子不立危牆之下，本港樓價即使
難以大跌，普羅市民置業的風險意識卻
不可放鬆。面對樓市放緩，一些發展商
為加快出貨，向買家提供銀行以外的二
按安排，這類不需入息證明的按揭風險
極高，市民在作買樓決定時，應更審慎
評估自身財務負擔能力，不要貪眼前的
按揭誘惑而「上錯車」。

樓市波動風險增 市民置業須謹慎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透露，中央將於日內公佈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主
席習近平立足國家全局及長遠作出的重大謀劃，也
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決策，在堅持「一
國兩制」基礎上，為香港發揮所長貢獻國家、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更大空間和機遇。香港各界
應群策群力，以只爭朝夕的狀態，盡快把大灣區規
劃綱要具體化、可操作化，令香港融入大灣區共贏
發展、同創輝煌，讓香港工商界和廣大港人有更廣
闊的發展平台。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
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這「三個親自」充分體
現了中央和國家對港澳發展的高度重視，體現了中
央對港澳發展毫不猶豫的大力支持。 2017年7月1
日，《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
議》在香港簽署，習主席出席簽署儀式。按照協
議，粵港澳三地將在中央有關部門支持下，完善創
新合作機制，促進互利共贏合作關係，共同將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成為更具活力的經濟區、宜居宜業宜
遊的優質生活圈和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的示範區，
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香
港、澳門發展同內地發展緊密相連。要支持香港、
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
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
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
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2018年3月全國
兩會期間，習主席在廣東代表團參加審議時強調，
要抓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大機遇，廣東要攜手港

澳加快推進相關工作，打造國際一流灣區
和世界級城市群。

過去一年，中央和廣東省出台一系列便利港澳
居民在內地學習、就業、生活、創業的政策措施，
香港順利接入國家高鐵網，港珠澳大橋飛架三地，
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開始成為生動現實。

可以說，大灣區建設是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最具戰略思維的設計和安排。在中央主導的大灣區
規劃下，香港與大灣區各城市優勢互補、錯位發
展，形成協同發展的新體系。香港不僅可以充分發
揮優勢，還能培育新增長點，煥發新生機。正如港
澳辦主任張曉明較早前接受中央電視台專訪、講述
大灣區規劃進展時所指，港澳仍具特殊地位，有許
多不可取代的優勢及大作為，「新時代仍離不開港
澳，將進一步成就港澳」。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戰略部
署，有利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升級，加快香港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科創中心並駕齊驅的發
展格局，亦為港人尤其是青年實現夢想提供路徑和
舞台。香港參與大灣區發展不能怠慢，必須以時不
我待的緊迫感把握機遇。

相信即將出台的大灣區規劃，將提出高瞻遠矚
的方向性指引，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指路引
航，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應積極推動三地政府、
企業和民間團體加強溝通，探討把規劃綱要盡快
轉化為切實可行的具體政策；大灣區是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三個法域和關稅區，以及流通三種貨
幣，三地制度差異較大，香港更應積極推動在中
央協調下，把差異轉化為大灣區協同發展的特色
和優勢，妥善處理港人在內地發展的就業、稅
務、福利等問題，為港企抓緊大灣區發展機遇提
供全面支援，彰顯「一國兩制」制度的優越性和
靈活性。

只爭朝夕群策群力落實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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