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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修逃犯例有時限 殺女友案 7 月前要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逃犯條例》修
訂建議出爐後，社會上有不同的關注，其中商界尤
其關注對經濟犯罪的界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表示，保安局局長近日已四出解釋《逃犯條例》有
關人權和程序的保障，希望可釋除疑慮，並直言有
關修例草案會否有改變或細化，要待局長解釋和諮詢
後再處理。但她強調，有關條例的修訂有時限，倘今
年7月前仍未能找到一個法律可行的方法，將無法處
理港男涉嫌在台殺害懷孕女友後逃回香港的案件。
林鄭月娥昨日被記者問及有商界中人對《逃犯條
例》有疑慮時首先重申修例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完
善目前相關機制，以維護公義及確保公共安全。
她說，要與另一個司法管轄區簽訂雙邊協議以處
理移交疑犯事宜，需要很長時間，現時香港只和 20
個司法管轄區有逃犯移交協議，「有一些其他地方
如果是有人犯了嚴重罪行後逃到香港，我們是沒辦
法可以將他交還給相關司法管轄區去接受法律裁
決。」

草案會否改變 諮詢後再處理
針對社會上的關注，林鄭月娥表示，保安局局長
近日已馬不停蹄地向商界及其他界別解釋現行條例
已經有關於人權和程序的保障，希望可以釋疑。同
時，法律的制訂最後要交立法會審議，至於政府會
否在條例草案作出一些改變或細化，要待保安局
局長完成了解釋和諮詢後再處理。
不過，林鄭月

▲李家超與總商會代表會面。
◀李家超與民建聯及商界代表交流。
娥強調，事件「有一定的時間性」，特別是去年一
宗港男涉嫌在台殺害懷孕女友後逃回香港的案件，
以目前的法律和安排無法處理，但社會、受害人家
屬和立法會議員過去一年都一再要求特區政府處
理，體恤他們對於公義不能彰顯的關注。她坦言：
「我們現在計算時間，如果在今年 7 月前未能夠找
到一個法律可行的方法處理這個個案，我們就會出
現家屬或立法會議員很不願見的情況，所以是有這
個時間性的問題。」

民記料平衡後再定案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與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副
主席周浩鼎，民建聯工商事務委員會及商界代表會
面，聽取他們對《逃犯條例》的意

見。
李慧琼在會後向傳媒表示，民建聯一直跟進商界
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看法，同時觀察到整體社會
對堵塞法律漏洞及打擊嚴重罪行都是支持的。她相
信政府會仔細聆聽及平衡各方的意見，才作出最終
的草案內容。
周浩鼎則引述保安局指，會就商界的意見作詳細
考慮後作出平衡，「與會者提到例如稅務、環保事
務等方面都提出一些意見，局方表示會用心聆聽，
在處理此事上看如何平衡他們的考慮。」
李家超昨日還與香港總商會及香港中華出入口商
會代表會面。香港總商會在會後發新聞稿指，總商
會認同香港不應成為罪犯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犯罪
後，嘗試逃避當地司法制裁的

開內銀戶口免北上
港師「入灣」免繳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鄭治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提出要強化大灣區內金融市場互聯互通，財經事務及庫
務局局長劉怡翔昨日透露，為解決香港市民在內地銀行「開戶
難」的問題，有關政策最近有突破性安排：相關的銀行將試點推
出在香港見證開立內地賬戶服務，讓香港居民足不出港，就能便
捷地開立內地銀行戶口。該項服務的詳情將於日內推出。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本月
初通過推出八項措施，便利香

港居民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就業
和居住，並加強大灣區人流、物流
等。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財政部
和稅務總局數日前已公佈了兩項關於
稅務安排的細則，「在公佈後，我收
到各方的回應都對這些新稅務措施表
示歡迎，大家都認為這些新稅務措施
將有利於香港市民進入大灣區工作或
創業。」

林鄭：六措施正跟進
她續說，特區政府會緊密跟進其他
六項措施。六項措施分別為支持大灣
區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港澳居民、鼓勵
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九市創新創
業、支持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參與廣
東省科技計劃、開展大灣區出入境便
利化改革試點、便利港澳車輛進出內

地口岸、擴大海關跨境快速通關對接
項目的實施範圍。
林鄭月娥說，其中部分須由廣東省
牽頭，例如制定一些細則讓港澳人士
可以申請受聘於廣東省內一些事業單
位等，一些則是香港可以主動做的，
例如在貨物通關便利的「跨境一鎖計
劃」，「我都與海關關長磋商了，希
望他能夠把這個頗有成效的便利貨流
措施延伸至目前未有這個安排的其他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她重申，大灣區建設的指導原則都
希望措施成熟一項便公佈一項，每次
公佈後盡快落實執行，讓三地居民都
能夠受惠。

香港見證開內地賬戶
劉怡翔昨日則在立法會工商事務委
員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財經事
務委員會和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

■民建聯舉行「粵港澳大灣區跨境醫療安老」圓桌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會聯席會議上透露，在推動大灣區電
子支付系統互聯互通的問題上，特區
政府會繼續研究簡化港人在內地開戶
安排及滿足跨境財富管理及保險服務
需求的相關措施等，並透露相關的銀
行將試點推出在香港見證開立內地賬
戶的服務，詳情將於在日內推出。
此前，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近日
聯合印發了《財政部稅務總局關於粵
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
知》，《通知》指出，廣東省、深圳
市按內地與香港個人所得稅稅負差
額，對在大灣區工作的境外（含港澳
台，下同）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給予

補貼，該補貼免徵個人所得稅。劉怡
翔昨日透露，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
門原則上同意，為合資格跨境工作的
教師和研究人員提供特別稅務安排。
有關安排包括，讓他們在指定時間
內可於內地享有稅務豁免，條件是有
關報酬須從香港特區取得且在香港特
區徵稅。「我們希望年內與內地修訂
《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
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
以落實這安排。在推進大灣區建設的
框架下，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內地有關
當局商討有關港人在內地工作的稅務
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沒
有「老鴿」坐鎮、由「乳鴿」把持
下的民主黨，其全年的重要活動
「籌款晚會」即時失色，冷場處
處。全晚只籌得 420 萬元，與去年的
500 多萬元大為失色。部分枱竟然無
人出席，成為「吉枱」；有部分枱
則坐不滿人，連去年有出席的「香
港眾志」黃之鋒、羅冠聰等亦不見
人影。籌款環節玩唱歌，亦反應冷
淡。

拒邀林鄭「老鴿」
劈炮
民主黨內的「乳鴿」早前提出，
不邀請特首林鄭月娥出席今年的籌
款晚宴，引起黨內爭拗。最後，
「乳鴿」獲勝，中委會決定拒邀林
鄭月娥。對此，一向主導晚會籌委
會、「吸金力強」的「老鴿」李華
明極為不悅，認為籌款晚宴是社交
場合，不應搞得太政治化，遂退出
晚會籌委會。
籌款晚會於昨晚舉行。雖然政務
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及多名局長、副局長、政治助
理到場，但也只是出席晚會前的酒
會。在晚會環節，兩名外聘歌手就
不斷獻唱以充撐場面，與往年李華
明坐鎮時與好友組樂隊即場高唱多
首金曲，在氣氛上實有天淵之別。
沒有了李華明坐鎮，鴿黨籌款環
節變得軟弱無力。在晚會的重點籌
款項目「點唱環節」，首先由近日
醜事纏身的許智峯，以 1 萬元的身價
大唱《畀面派對》。該黨主席胡志
偉則以16萬元唱出《一點燭光》。

胡志偉自抬身價面懵懵
不過，當有人追加 1.5 萬元，要求
胡志偉再唱一曲時，胡志偉就即時
自抬身價，聲稱「特區政府宣佈
『明日大嶼』都要 6,900 億元（實為
6,240 億元），我唔貪心，呢首歌我
希望可以籌到 6.9 萬元。」不過，台
下並無反應，胡志偉只得面懵懵地
繼續以 1.5 萬元價格唱《風雲》一
曲。
眾「乳鴿」眼見籌款反應冷淡，

遂請前主席劉慧卿上台獻唱，初時
標價 5 萬元，劉慧卿口話「唔
唱」，試圖屈多啲︰「上年我唱一
首 都 有 50 萬 （ 元 ） ，  家 得 5 萬
（元）？有無搞錯！唔唱，唔好阻
住其他嘉賓。」
一眾鴿友隨即在台下張羅，但最
終只籌得 30 萬元。此時，劉慧卿建
議一眾前立法會議員，及該黨秘書
長一同上台，連出席的自由黨榮譽
主席田北俊、方剛及周梁淑怡，立
法會前秘書長吳文華也被邀上台，
劉慧卿補一句「30 萬真抵」。
擾攘期間，台下一名嘉賓黃先生
表示願意包底出 20 萬元，方保住劉
慧卿的「叫座力」。
民主黨去年籌得 500 多萬元，但
「乳鴿」連籌款晚會也政治化的結
果，是李華明等「老鴿」袖手，
「乳鴿」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將籌
款額大幅調低至 400 萬元。
昨 晚 ， 鴿 黨 就 籌 得 420 萬 元 ，
「乳鴿」大可自圓其說，說籌款
「成功達標」了。

■民主黨的「籌款晚會」竟出現「吉」。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避風港」，但「在此等情況下，移交固然能發揮
強大的阻嚇作用，但同時也是極其嚴厲的補救方
案，因此必須審慎處理，不應倉卒進行」。

李家超見商會聽意見
總商會主席夏雅朗稱：「公眾對嚴重罪行有所共
識，但對於移交罪行較輕的犯人，則存在很大的疑
慮。新的移交政策需配合妥善的保障機制，若要落
實安排並涵蓋中國內地及台灣，先從具民意基礎的
嚴重罪行着手，會是明智之舉。……我們鼓勵政府
諮詢公眾，聆聽社會意見，並以廣泛民意支持為
基礎，建立清晰明確的框架，推進
修訂建議。」

福利可
「過河」
有利北上養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指出，要深化養老服務合作，支持港澳投資者在珠三
角九市興辦養老等社會服務機構。在民建聯昨日舉行的粵港
澳大灣區跨境醫療安老圓桌會議上，有與會者認為內地的醫
療水平和養老設施已逐漸完善，只要特區政府解決醫療報銷
和福利保障等問題，相信可吸引更多長者回內地養老。

民記圓桌會議邀業界表意見
民建聯昨日舉行「粵港澳大灣區跨境醫療安老」圓桌會
議，邀請了東莞東華實業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翟崇碧、祈
福醫院院長彭磷基，及伸手助人協會副總幹事黃炳財發表意
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表示，香港的老齡化日漸嚴重，
但安老設施供應不足，近 8 萬香港長者已自發「過河養
老」。他指出，跨境安老仍存在福利難過境、兩地醫療水平
有差異、醫養結合機制未完善等問題，特區政府不能忽略跨
境安老的龐大需求。
就此，民建聯提出了 15 項關於促進大灣區跨境醫療安老
的建議供與會人員討論，包括優化福利可攜性，將香港醫療
券的使用範圍擴大至住院服務和日間手術；鼓勵和協助私營
機構在內地興建安老院舍，以至逾萬人的安老小鎮；支持在
廣東省各主要城市增加更多優質安老院舍；開通救護車跨境
直通服務；建立異地醫療費用報銷機制；鼓勵優質醫院在大
灣區城市建設合營醫院及合辦診所；協助保險業界開發涵蓋
大灣區醫療保障的平價保險；為內地培訓更多優質長者護理
員等。
彭磷基在會上表示，內地醫療水平近年已經有很大的提
升，中醫水平甚至超越香港，而老年人的一些慢性疾病，通
過中西醫結合的方式療效更好。他希望特區政府在醫療保險
方面可以有所創新，例如取消長者醫療券在內地的使用限
制，也可將長者在港的醫保轉入選定的大灣區養老地點，以
保持醫保的延續性。

倡兩地醫養設合作試點
翟崇碧說，現在內地的養老設施已經較為完善，能滿足各
層次的安老需求，若政府可解決醫療報銷和福利保障等問
題，相信會吸引更多長者回內地養老。他建議民建聯在建議
中增加內地與香港合作的醫療、養老、醫養結合機構的試
點，在一些地方先行先試，再逐漸形成政策。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表示，民建聯會繼續向特
區政府建言獻策，為港人「過河養老」創造更便利的條件。

林鄭：禁「民族黨」報告或可公開

乳鴿搞籌款晚會慘情 銀碼縮水吉多

民建聯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
引用《社團條例》禁止「港獨」組織「香港
民族黨」運作，獲中央政府發公函支持有關
行動，並要求特首林鄭月娥就事件向中央提
交報告。林鄭月娥昨日回應傳媒提問時表
示，有關報告正在編寫，相信不需要很長時
間就可完成。她會向中央政府表達希望能夠
公開報告，但如果屆時不能公開整份報告，
可能是因為有關事件涉及司法覆核。自己和
律政司一直在研究會否有影響，會在交報告
時一併向公眾交代情況。
就昨日再有傳媒問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的問題。林鄭月娥重申，她和現屆政府的
一貫立場，都是認為第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
特區的憲制責任，需要為了維護國家安全進
行有關立法工作，「但正如我一向公開表
示，政府需要審時度勢、謹慎行事，我本人
要繼續努力創造有利條件來進行這個相當複
雜而且很富爭議性的工作。」
她強調，在未有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之
前，不等於特區政府對於違反憲法和基本
法、試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視
若無睹，亦不等於我們對可以用來處理若干
應嚴厲禁止的行為的香港現行法例「備而不
用」，「去年保安局局長引用在《社團條
例》下的權力採取了行動，禁止『香港民族
黨』（運作）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