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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逃犯例堵法律漏洞 譚Sir：多重把關助釋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讓香港社會真正聚
焦於社會民生和經濟發展，而非流於政治爭拗和無謂揣
測，市民須走出第一步，登記成為選民。工聯會昨日在
港九多個地區，擺設50多個街站，呼籲巿民登記做選
民。工聯會會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表示，要實
現社會願景，需有各階層的同心協力，冀大家登記做選
民，善用公民權利，並透過手上的重要一票，揀選建設
力量，讓社會重回正軌。
工聯會昨日在藍田啟田商場舉行全港選民登記大行動的

啟動儀式，為本年的大型選民登記活動揭開序幕。吳秋
北，全國政協委員、理事長黃國，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
議員、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副理事長、立法會議員麥美
娟，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和何啟明均有出席。他們手持巨型
的選民登記表並在表上簽署，又舉起印有口號「為民生．
需要您．登記做選民」的道具，呼籲市民盡快登記成為選
民，以盡公民責任。

吳秋北：力抗拉布惡行
吳秋北表示，相信不少市民對香港的未來充滿願景。人
人都期望香港經濟繼續向好，市民能安居樂業，能一同建
設一個美好、繁榮穩定的社會。他說，要實現這些願景，
就需要各階層同心協力，放低對抗，促進和諧穩定。他指

出，區議會選舉投票日已定於11月24日，呼籲市民應該把握機會
登記做選民，善用公民權利，並透過手上的重要一票，揀選建設力
量，以力抗反對派拉布、搗亂等惡行，讓社會重回正軌。

黃國健：民盼社區改進
黃國健指，巿民都希望社區不斷改進，那便要靠自己手中的一

票，選出做實事的議員。何啟明亦說，投票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
情，並指出若選民不積極投票的話，便會像美國，最後「選出」特
朗普任美國總統，「搞咗個特朗普，美國人面都無晒。」
工聯會發起是次選民登記活動，將由各個工會與分佈在18區的地
區服務處，設立50個街站協助市民登記成為選民，並於7月2日或之
前把表格送交選舉事務處，以便納入2019年正式選民登記冊內。工
聯會更呼籲市民可在上述限期前向選舉事務處登記，而已登記選民
亦可於6月2日前向選舉事務處更改住址或其他個人資料，或使用工
聯會街站服務。

治喪委員會讚揚王敏剛畢生愛國愛
港，曾擔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

會委員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
員，積極參與香港順利回歸的進程。他
亦積極參與國家發展，獲選擔任第七屆
廣東省人大代表、第八屆廣東省全國人
大代表、第九屆至第十三屆香港特別行
政區全國人大代表，並出任港區人大代
表政法小組召集人，認真履職，傾盡心
力，躹躬盡瘁。
王敏剛出身造船家族，是推動國家

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包括參與內地港
口基建、開發西部旅遊文化產業，建
樹良多。
同時，他關心青年工作，熱心公

益，曾擔任全國青聯副主席、香港青
年工業家協會會長、香港青年聯會第
二屆主席、香港培華基金會常務副主
席等，多年來熱心培育香港青年成長
及促進兩地交流。1987年起獲委任太
平紳士，2003年獲特區政府頒授銅紫
荊星章。

王敏剛先生治喪委員會由梁振英任主
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包括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原全國人
大常委曾憲梓、原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
泰、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原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吳康民、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
長袁武、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前律政司司
長梁愛詩、原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全
國政協常委蔡冠深、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霍震寰、貿發局主席羅康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逃犯條例》修訂建議獲得不少市
民支持，但商界卻有其憂慮。全國
人大常委譚耀宗（譚Sir）強調，任
何一個地方，都不容許成為罪犯的
天堂，特區政府有責任堵塞目前的
法律漏洞，修訂條例，以公正地處
理罪案。
他表示理解商界疑慮，認為可從
長計議處理有疑慮的內容，甚至可
以透過高層次機構，審視有關案件
是否有此必要移交疑犯。他表示，
相信香港不會隨便引用條例移交逃
犯，移交與否的最後把關是在香港
法院，可確保條例不會被濫用。譚
耀宗昨日出席一個電視台節目時表
示，相信大部分的香港商界人士都
奉公守法，對於某些法例可能會令
外界產生疑慮，他認為特區政府應
該從現在開始，加強宣傳工作，積
極向公眾講解。

至於《逃犯條例》的修訂建議，
譚耀宗認為，無論如何都須要建立
機制堵塞法例上的漏洞。他指出，
即使修訂建議通過，日後面對移交
逃犯的請求，都需要逐一處理，並
非機制設立後，便可以「隨意而
為」，希望某些人不要胡亂散播恐
慌。
譚耀宗又說，倘有些人犯了嚴重

罪行，在內地犯了案逃來香港，又
或者在香港犯了案，再跑到一些與
香港沒有簽訂移交協議的地方，將
令執法部門難以處理，更令受害人
家屬、朋友，甚至公眾都會質疑，
是否「走了佬」便可以無事。他
說，本着彰顯公義的大前提，必須
堵塞法律漏洞。

倡透過高層次機構啟動機制
談到如何減少疑慮，他表示早前

曾提議，若要啟動移交逃犯的機

制，並非單從地方檢控部門提出，
必須透過高層次機構，例如中央政
策委員會，負責審視是否有移交逃
犯的必要。此外，他指出香港特首
及法庭都會把關，整個運作既有機
制，亦有重重把關，應該能釋除大
家的疑慮。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

吳秋北在另一場合回應傳媒提問時
表示，是次修例工作是要堵塞法例
上的漏洞，不要讓犯罪者逍遙法
外，其他枝節可以再作詳細商討。
他指出，移交疑犯前提是兩地都具
有的相應罪行，才能啟動有關移交
程序，不應把適用的範圍無限擴
闊。至於涉及經濟上的糾紛，亦不
應牽涉在今次修例當中，讓商界毋
須擔心。

吳秋北批反對泛政治化
吳秋北又批評反對派把事件政治

化，把《逃犯條例》的修訂形容得
「好恐怖」，質疑他們只是想包庇
犯罪分子，而非為巿民安全和社會
安定着想。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則建

議，為了消除商界的憂慮，可以考
慮提高移交疑犯的門檻，例如須由
中國最高法院作出要求，才能啟動
有關移交的程序。至於經濟罪行方
面，就可訂明涉案的金額，須達到
某一個很高的上限，才可啟動移交
程序。
他亦指出，修例與台灣並無直接

的關係，而是容許香港應外地執法
部門的要求，經嚴格的審視，才啟
動移交疑犯的程序。
至於台灣當局會否就轟動社會的

港男涉嫌在台殺害女友案提出移交
的請求，全由當地執法部門自行決
定，香港是否修例亦毋須詢問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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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民
主黨林子健當日獲黨內眾人撐腰開
記者會，聲稱自己在旺角鬧市被擄
走並施以酷刑，但自從林子健被控
「明知地向警務人員虛報有人犯
罪」，至日前罪成，一眾撐腰人士
全不見蹤影，甚至連法律支援都缺
乏。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發
帖指出，原來林子健用的是當值律
師，反問︰「民主黨和公民黨不是
有大批資深大律師嗎？為什麼不代
表林子健打官司？看來『泛民』老
早已把林子健定罪，甚至有可能知
道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情節，把林子
健徹底拋棄了。」
梁振英在facebook上指，近日網
上有大量關於林子健案的片，形容

是「目不暇給」。其中，有反對派
網台節目主持人說林子健的律師
「沒有做好辯護工作」。梁振英指
出，原來林子健用的是當值律師，
質疑有大批資深大狀的鴿黨和訟黨
為何沒有為林子健提供法律支援。

批「電話廷」藉詞龜縮
他又批評林卓廷的所謂「上訴期

間不便評論」，直斥這只是「龜縮
自保」的託詞，「一個政治黨派內
部沒有 solidarity （團結），完
了。」
不少人都在梁振英的帖文下留言

批評民主黨眾人對林子健「用完即
棄」。「Thomas Cheng」 說︰
「民主黨真係無義氣，『釘書健』

幫你哋去抹黑，老屈中央，講大話
出事，你班人速閃！李拄（柱）銘
先生，你兒子係大律師，出黎
（嚟）幫手救救你的黨友，『釘書
健』，唔喺（係）咁都唔得呀，話
哂（晒）係識咗2×年民主黨創黨
成員！」

網民點名批「大佬」無義氣
「Dora Yau」亦特別點名律師何

俊仁和資深大律師李柱銘說︰「真
係唔夠義氣呀！」「Yk Lee」說︰
「這一班所謂大律師，加入政黨只
係想抽油水，當一些內部人士被審
判，但作為辯護律師的，沒有更大
的金錢收入，點會挺身而出
呢，……做犧牲品，一定是知道食

得鹹魚抵得渴，也可能以一早畀咗
安家費，所以變咗塑膠容器，用完
即棄。」「Ck Yau」揶揄︰「林子
健根本係100%大話精，邊個律師
都幫佢唔到。」
「James Joa」則認為︰「沒有利
用價值，當然『你死你事』啦！」
「Kevin Leung」提醒說︰「（反
對派）常常叫後生仔去衝，話有事
會提供法律支援，千其（祈）不要
相信！」

鴿大狀拒撐「釘書健」CY揶揄用完即棄

■梁振英質疑林子健已淪民主黨棄
卒。 fb截圖

王敏剛今設靈明出殯
梁振英任治喪委主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連任六屆全國人大代表、被譽為愛國實業家的王敏剛於本月11日因

病在港與世長辭，終年70歲。以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為主任委員的治喪委員會昨日發出新聞稿，讚

揚王敏剛畢生愛國愛港，關心青年工作，熱心公益，既積極參與香港順利回歸的進程，也是國家改革

開放的先行者。治喪委員會並表示，為沉痛悼念王敏剛，今日下午5時在北角香港殯儀館設靈，明天

上午11時舉行悼念儀式後，隨即出殯，不設公祭。

主任委員：

梁振英

副主任委員：

張建宗 譚鐵牛 曾憲梓 范徐麗泰 譚耀宗

吳康民 袁 武 譚惠珠 馬逢國 梁愛詩

陳永棋 蔡冠深 霍震寰 羅康瑞

委員：（以繁體姓氏筆劃排序）

王如登 王啟達 王英偉 王庭聰 方文雄

方潤華 史美倫 朱葉玉如 何厚鏘 何超瓊

吳傑莊 吳亮星 吳清輝 張明敏 張俊勇

張恩霖 張鐵夫 李少光 李引泉 李偉庭

李君豪 李應生 李秀恒 李宗德 李家傑

李家誠 汪明荃 林廣兆 林龍安 林高演

林淑儀 范駿華 姚祖輝 洪為民 胡經昌

胡曉明 馬景煊 馬豪輝 陳仲尼 陳有慶

陳亨利 陳 勇 陳振彬 陳曼琪 陳智思

陳植桂 容永祺 郭永亮 高寶齡 許華傑

許晉義 曹宏威 脫瑞康 黃友嘉 黃玉山

黃自強 黃定光 黃宜弘 黃英豪 黃富榮

鄒燦基 費 斐 曾智雄 曾德成 葉國謙

葉振都 楊耀忠 溫嘉旋 雷添良 鄭家純

蔣麗芸 廖長江 蔡素玉 蔡德昇 蔡 毅

劉佩瓊 劉柔芬 劉健儀 潘進源 盧瑞安

龍子明 霍啟剛 鄺美雲 韓秉華 顏寶鈴

羅叔清 羅范椒芬 譚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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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舉行選民登記大行動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馬逢國：
王敏剛為人堅持、責任心強，多年人大工

作他都是親力親為，努力去做，特別是他負
責人大代表政法小組，每次都努力召集會
議。
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
王敏剛非常堅持自己原則，在人大中非常

積極建言獻策，每次開會都非常認真地表達
意見，平時也很主動積極向媒體發聲，將正
確的觀點向社會發表，是非常稱職的人大代
表。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
王敏剛的離世是沉痛的損失。王敏剛的愛

國愛港立場非常堅定，他熱心人大工作，在
人大工作和小組會議中都很少缺席。我非常
敬重和紀念這位好好的同事。

民建聯會務顧問葉國謙：
王敏剛的離世令人心痛。對方是現在港區

代表團其中一個最資深的代表，一直參與國
家建設，他的離去對大家來說是一大損失。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王敏剛在推動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反非法「佔中」、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和推動「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
等方面都貢獻良多，帶病堅持履職的精神更
反映出他強烈的責任心，令人敬佩。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王敏剛生前曾孜孜不倦推動維護國家安全

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經常以港區代表
的身份去不同的中、英文電台宣傳，講述自
己堅定的立場，同時和反對派中人辯論，維
護香港和國家的利益。

各界憶王敏剛 讚責任心強

▲王敏剛早年出席兩會。 資料圖片

◀王敏剛（左二）走遍大江南北，為國家旅遊文化事業出謀獻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