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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鋒老點台胞 話來港會被移交內地

修逃犯例堵漏 反對派又抹黑
危言聳聽稱「法治淪陷」政界批阻遇害港女昭雪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榮譽主席吳良好表

示，保安局建議修訂法例，容
許一次性個案方式適用於香港
與任何未簽訂移交安排的地
區，不僅堵塞漏洞，確保將罪
犯繩之以法，而且條例充分保
障疑犯人權。
他指出，隨着兩岸四地的交
往愈來愈頻繁，難免衍生出各
種跨境罪案，但由於缺乏移交
安排，令不少罪犯利用漏洞逃
避刑責，不但令公義得不到伸
張，更影響執法工作，這個漏
洞必須及早堵塞。

讓疑犯逍遙法外不公義
吳良好還提到，面對人命關
天的大事，主流民意都認同要
為受害人討回公道，支持保安
局修訂法例堵塞法律漏洞。
然而，反對派卻對修例作出

各種抹黑和無理指責，顯然是
政治偏見蒙蔽理智。
他直言，如果因為反對派的
政治偏見，而任由犯人逍遙法
外，坐視香港成為逃犯的「避
難天堂」，令受害人的冤情不
能昭雪，這才是最大的不公
義。
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支持保
安局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和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
例》的決定，認為今次修訂解
決了香港與內地、台灣、澳門
不能移交疑犯的僵局，同時堵
塞了罪犯鑽《逃犯條例》的漏
洞，在犯案後逍遙法外，令香
港成為逃犯的「溫床」。他又
指，成功修訂後，將可彰顯司
法公義。

類似外國移交逃犯安排
對於反對派提出的所謂理
由，譚錦球就認為，只要詳細
了解有關修訂內容，已清楚說
明，當需要啟動移交程序時，
須先由行政長官簽訂證明書，

再交法庭審理，並決定是否發
出臨時拘捕令及移交逃犯，完
全依法處理，加上，其他國家
也有類似的安排，已有一套獲
國際認可的標準，毋須過分擔
心，反對派也不應危言聳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

商總會主席王庭聰對政府的修
例建議表示支持，指現時本港
與內地、澳門、台灣沒有移交
逃犯的安排，令部分不法分子
可能會將香港作為逃避法律責
任的地方，將引渡和移交的安
排規範化，有助消除灰色地
帶，並且令犯罪者得到公正的
法律制裁。
王庭聰又指出，有意見說移

交涉及政治議題，是不必要的
擔憂，因安排仍需得到法庭批
准，法例亦規定若涉及政治罪
行或行為在港不屬刑事罪行則
不得移交，應該對法庭的判斷
有信心。
全國政協委員、德瑞集團主

席魏明德表示，港男涉嫌在台
殺害女友後逃回香港一案引起
廣泛關注，特區政府現建議修
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
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容許一
次性個案方式適用與香港未有
簽訂協議的地方，有關做法值
得支持，除為受害人及其家屬
彰顯公義之外，更堵塞目前的
漏洞，避免罪犯逃避法律責
任，保障社會安全。

依法律進行 符國際要求
魏明德還指出，有關建議屬

對等的安排，不存在某一方可
任意向另一方提出不合理的移
交要求。反之，一切的移交步
驟，都是依照法律進行，完全
符合國際要求。
此外，修訂內容更提到，須

由行政長官簽訂證明書，再經
法庭裁決，有關程序公平、公
正及公開，並提供了足夠的人
權保障，故值得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為反對政府

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

例》，不惜恐嚇及誤導市民，危言聳聽形容修例後香

港會「法治淪陷」云云。多名政界人士指出，有關法

例充分保障人權，修訂後更可堵塞法律漏洞，將犯罪

分子送往審訊，免令香港成為「逃犯天堂」。有人更

指出，在是次港男涉嫌在台殺害懷孕女友案中，更有

助遇害少女及其家屬討回公道，批評反對派的阻撓，

明顯是政治偏見蒙蔽理智，若令受害人的冤情不能昭

雪，「這才是最大的不公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力反
《逃犯條例》等相關修例建議，不過，在香港
社會並不奏效，其中「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
鋒竟轉向台灣社會散播誤導言論，聲稱台灣地
區民眾來港時或會被視為「政治犯」移交到內
地，慫恿台灣方面要「關注」事件云云。香港
多名政界人士及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批評，黃之鋒不惜扭曲事實，挑起社
會矛盾及爭拗，欲拖延甚至影響修訂工作，企
圖為「獨派」分子逃避法律責任鋪路，把市民
的人身安全置之不理。
黃之鋒近日接受台灣「民視新聞台」訪問，

先聲稱只要台灣人上網與「五毛」筆戰過，就
可能涉及「顛覆國家政權罪」，在修例後到香
港就可能被抓走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後致電黃之鋒做訪問，黃

之鋒聲言，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不只
「影響」香港人，更會「影響」上百萬前往香
港旅遊和過境的台灣人，並出現在香港被押送
到內地受審和關押。
黃又呼籲「台灣朋友」密切「關注」事態發

展，亦盼望未來台灣政府等能夠認真看待，就
着有關事件作「更準確」的說明立場。
黃之鋒還扭曲事實，聲稱根據建議，若有台

灣政界人士被中央政府定性為干犯「非法使用
電腦」和「叛變性行為」等罪名，只要該人在
香港過境、逗留或旅遊，都有被移交到內地的
可能性云云。

傅健慈批「信口雌黃」
對於黃之鋒的歪論，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

秘書長、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中國人民大學
法學博士傅健慈批評黃之鋒信口雌黃，完全欠
缺事實和法律的基礎，試圖煽動台灣人甚至

「台獨」分子去干預香港事務。
傅健慈指出，今次修例的觸發點是一宗港人

涉嫌在台灣的兇殺案，台灣已提出移交疑犯的
司法協助，香港特區手頭上仍有3宗港人在港被
殺，不過疑兇藏身外地及內地；另有一宗是在
外地涉綁架案的香港疑犯藏身本港。
今次修例的目的是為了修補法律的缺陷和彰

顯公義和法治。
他並提到，修訂後的移交機制不適用於涉及

政治、宗教、種族的案件，亦會確保疑犯被移
交後不會被附加其他新控罪，新例在保障人權
方面較現行條例為佳。

何俊賢批黃危言聳聽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是次法例修

改下的逃犯移交，除了須經兩個司法管轄區協
議，及只限於非政治性質罪行等的46項嚴重罪
行類別外，更須經由特首授權及法庭公開聆訊
等嚴謹程序，才可作出逃犯移交的安排，有關
人士更有上訴及司法覆核權利。
他批評黃之鋒再次將事件強行扯上政治，根

本無稽及危言聳聽。
何俊賢指出，事實上，不少反對派一直濫用

「民主」之名到處為非作歹，堵路、放火及衝
擊無所不為，之後再以政治作擋箭牌，不禁讓
人質疑黃之鋒是想以政治為名，以謀求特權為
「台獨」分子鋪路為實，罔顧公義不彰及潛逃
漏洞。
他呼籲社會各界萬不可為這些人的一己之

私，而放棄支持修訂以堵塞法律漏洞。

何啟明：反對派抹黑圖製恐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亦批評，黃之鋒把

全港市民的安全，押在「獨派」私利之上。他

形容，是次修訂是要堵塞目前法例上的漏洞，
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而建議更列明有
關移交條件，有關行為須在兩地同樣構成嚴重
的刑事罪行，才會啟動移交程序，如屬政治性
質罪行就不會被移交。
他指出，反對派連日來上綱上線，大肆抹黑

中央政府可以「亂拉人」，企圖製造恐慌，
「試問若非違法，或圖謀不軌，為何如此驚
恐，甚至引『台獨』分子干預香港內部事
務？」

■黃之鋒近日向台灣社會散播誤導言論，聲稱台
灣民眾來港時或會被視為「政治犯」移交到內
地。 黃之鋒fb截圖

▲民建聯早前聯同女死者的家屬（中）召開記招，表示支持港府建議
修訂有關引渡逃犯條例。 資料圖片

◀去年香港一對情侶遊台演變成謀殺棄屍案，轟動兩地，疑犯陳同
佳（蒙頭者）其後被捕。小圖為女死者。 資料圖片

2019 年渣打馬拉松昨日舉行，雖未發生
嚴重事故，但半馬臨時減時限等安排引起批
評。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渣打馬拉松是本港
打造「盛事之都」的重點項目，主辦者應傾
聽意見，完善賽事安排，借鑒東京等世界6
大馬拉松賽事的成功經驗，大膽創新，提升
香港舉辦大型國際賽事的能力，為香港「盛
事之都」增色。

渣馬已經連續舉辦了 23 屆，是國際田聯
認可的金級道路賽事，今屆賽事吸引6萬多
本港及來自全球的馬拉松好手參賽，出席率
達8成6，全馬男女組皆破大會紀錄，香港
運動員姚潔貞奪得半馬女子組冠軍，顯示賽
事持續受到歡迎，組辦水平也有提高。不
過，今屆渣馬的賽事安排仍存在不少需要改
善之處，例如半馬臨時減時限的決定過於倉
促，半馬挑戰賽轉組安排混亂，有環保組織
批評，大會公佈跑手可自備杯斟水消息太
遲，環保杯使用太少等等。賽事組織者應認
真傾聽批評意見，有則改之，將日後的賽事
安排得更好。

以賽事醫護保護為例，今屆渣馬救護設施
比以前進步，包括增加了心臟去顫器，以備
不時之需。但今屆渣馬仍有29人送院，2人
情況嚴重，有近400人因跌傷、肌肉抽筋等
情況需要接受治療，反映賽事在醫療保護、
提升安全方面仍有完善空間。有本港醫學專
家建議，半馬減時限應更早公佈，讓選手進
行適應步速訓練減少傷病，同時賽道上應增
加更多流動醫護人員，組織者可善用社會力

量，邀請醫護義工提供協助。
本港渣馬規模頗大，亦有一定國際知名

度，但與國際著名的波士頓、倫敦、柏林、
芝加哥、紐約、東京等6大馬拉松相比，在
賽事安排、宣傳上仍需要大膽創新。如本港
馬拉松開跑時間為早晨 5 點多，跑手凌晨
3、4 點即要起身前往賽場，而東京、紐約
等馬拉松皆可做到上午9點開跑。在賽事氣
氛營造上，東京馬拉松賽道兩旁有團體進行
音樂和才藝表演，為跑手打氣；紐約馬拉松
在賽事前一晚舉辦自助晚宴、賽後舉辦酒
會，歡迎跑手攜家人朋友參與；東京馬拉松
對未能報名的跑手開放慈善捐獻取得參賽
權。

本港渣馬起跑點擁擠，無法暢快開跑，參
賽者水平參差不齊，這些問題一直未解決。
相比之下，倫敦馬拉松讓4萬多名跑手分3
個起跑點出發、5公里左右再匯流；波士頓
馬拉松對不同年齡參賽者各設參賽水準要
求，跑速達到一定水平才可參賽，波士頓馬
拉松因此被譽為最有水準馬拉松。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渣馬組織者應認真參考其他
城市的成功經驗。

本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大都會，舉辦
大型盛事是提升國際聲譽、鞏固地位、吸引
遊客的有效途徑。本港向來積極舉辦各類大
型運動賽事，如國際7人橄欖球賽、公路單
車賽等，有豐富經驗，相信只要有心改進，
渣馬此一備受跑手歡迎的國際盛
事一定會越辦越好。

完善渣馬賽事安排 傾力打造「盛事之都」
消息指，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今日公佈。粵

港澳大灣區規劃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推
動的重大國家戰略，是關乎「一國兩制」實踐深
化和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決策。規劃綱要為
大灣區發展作出清晰定位和方向指引，以創新驅
動和擴大開放為重點，致力把大灣區建設成世界
一流的城市群，打造成國際創科中心和「一帶一
路」對外開放的重要支撐，建設內地和港澳合作
的示範區和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落實好
規劃，大灣區內的生產要素將順暢流通，港人尤
其是港青在大灣區發展更為便利。港人對大灣區
建設充滿期待，定必積極參與，把大灣區規劃迅
速轉化為切實可行的行動方案，辦好大灣區建設
的大事。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
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國家戰略，充分體現了中
央政府對港澳作用的高度重視，也體現了中央對
港澳發展的堅定支持。此次出台的規劃綱要是一
個框架性和方向性文件，具體的政策和細節仍在
醞釀之中，但規劃綱要將明確傳遞中央兩大意
圖：把大灣區自主創新和對外開放作為國家總體
發展的兩大戰略高地，大力推動廣深港創新走廊
建設；將港澳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戰略中，並將
大灣區打造成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橋頭
堡，從而有利於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建
設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和高水平參與
國際經濟合作的新平台。

大灣區規劃綱要的高起點、高要求，既是根據
大灣區的城市特質和先發優勢「度身訂

造」，更為包括港澳

在內的大灣區各城市提供更大的發展舞台和機
遇。而且，就像當年改革開放率先在鄰近港澳的
廣東實行，取得成功經驗後向全國推而廣之，如
今大灣區的成功探索模式，未來肯定也可以對內
地其他區域合作提供有益的參考借鏡，為國家發
展增添新動力。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是在一個國家內實行兩種制
度、分屬三個法域和關稅區，以及流通三種貨幣
的區域的重大融合創新實踐。三地差異不小，沒
有創新突破，任何差異都可能成為阻礙三地融
合、合作的重要障礙。最簡單的例子，港澳居民
如果到大灣區就業，內地個人所得稅稅率最高可
達香港數倍，港人北上工作的顧慮難免較大，如
何在納稅公平和照顧港人顧慮方面取得平衡，就
是一個實際的問題。

因此，在規劃綱要的統領和指引下，粵港澳三
地要大膽闖、大膽試，切實進行制度機制創新，
不斷開創新路，打破制度性阻礙，促進大灣區內
人流、物流、資金流等生產要素高效便捷流通，
將三地的優勢疊加發揮出來，真正實現大灣區緊
密無間的一體化發展。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一個重要目標和功能，就
是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和內涵，支持港澳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增進港澳同胞福祉，保持港澳長
期繁榮穩定。香港應更積極探索在中央支持和協
調下，妥善處理港人在內地發展的就業、稅務、
福利等問題，為港人港企抓緊大灣區發展機遇提
供全面支援，推動、鼓勵更多香港青年在大灣區
創業、就業和生活，大展身手報效國家、建設香
港。

港人對大灣區建設熱切期待定必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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