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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還台殺人案死者家屬公道 政府遇事不避難

各司法區一視同仁
修逃犯例絕不撤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民陣」前日舉行的
反《逃犯條例》修訂遊行
中，有大量「港獨」分子撐
場，更乘機鼓吹「港獨」。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
示，香港特區非常尊重言論
自由、表達意見的自由，但
部分人藉此鼓吹「港獨」，
違反憲法和基本法，破壞國
家安全、主權、領土完整，
特區政府不會容忍。
林鄭月娥指，前日的遊行
集會整體都是平和有序，而
警務處亦一如既往提供協
助，希望這些公眾集會遊行
有序地進行。不過，她留意到有小部分人藉此進行一些鼓吹「港獨」的活動，大
家在報章亦可看到。
「我必須再次重申，這些違反憲法和基本法，亦破壞國家安全、主權、領土完

整的活動，我們是不會容忍的，亦都給香港市民看到，往往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
利用這些公眾活動來進行我剛才所講我們不應該容忍的事。」林鄭月娥說。

趁機煽「獨」絕不容忍

反對派在前日的反修例遊行中，將
修訂《逃犯條例》描繪成大家要

「人人自危」、以免被送回內地，林鄭
月娥直言，遊行中很多言論和口號，
「完全偏離了這次法律修訂的目的以及
內容」。她重申，是次修例目的有兩
個，一是處理迫在眉睫的台灣殺人案，
二是填補法律漏洞。

有行政司法機關雙重把關
她強調，有關條例草案並非如反對
派所說只涉及內地，「而是為了讓香港
將來當條例通過之後，可以以同一標準
和相互尊重的原則，和未與香港簽訂長
期移交逃犯協議的司法管轄區，在有需
要時——我必須要強調，在有需要
時——以個案的形式以及合作——所
以不是單方面的，一定是以個案的形式
去合作——處理雙方都認為需要處理
的嚴重刑事案件。」她並表示，修例的
建議是絕不會影響現時已簽訂長期協議
的20個司法管轄區。
至於所謂的擔憂，林鄭月娥表示，
在個案移交的安排之下，所有現行條例
之下的人權保障或程序保障都全部保
留，包括政治罪行不移交；要符合雙重
犯罪的原則；死刑不移交；不能再移交
去第三方；一罪不能兩審；當事人可就
拘押令申請人身保護，亦有上訴和司法
覆核的權利。
她強調說︰「作為特區政府，啟動
這個個案移交，我們可以處理或可以不
處理這些個案移交的申請，當然要處理
的時候，一定要經過很全面的、詳細的
審理和考慮才會啟動個案移交的程序，
我們亦有全權決定處理或不處理有關的
請求。所有個案移交的要求都會受到香

港法庭的把關，換句話說，行政機關和
司法機關有一個雙重把關的保障，才會
啟動有關工作。」

聆聽各方意見已修訂法案
林鄭月娥表示，聽到社會上有不同

意見，未來會要求保安局和律政司繼續
就修例內容作詳細解說，讓市民清楚明
白修訂的建議是針對犯了嚴重罪行的逃
犯，確保他們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避
免令香港變成一個逃犯的避風港而影響
香港的公眾安全。
在談到早前剔除9項罪類的決定時，
她表示，每一條法案都會有交流和溝
通，如果有很明顯、充分、實質的證據
要作出進一步的修訂，政府一定要考
慮，並認同剔除9項罪類是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走訪了很多表達關注的商會、團
體後作出的，「但是如果大家留意這九
項罪行，並不只是公司，甚至並不只是
大公司才會牽涉，有很多都是有個人成
分，例如涉及使用電腦或證券方面，所
以我覺得這種聆聽意見後作出修訂是我
們一貫的做法。」

涉事人將被釋放修例迫切
被問及會否撤回有關條例草案，林鄭

月娥強調「不會」，並指有關草案會交
由立法會討論，希望立法會的審議能盡
快完成，政府亦會在過程中詳細解釋。
她重申，啟動今次修例工作，是因為

有一個嚴重的個案在眼前，而這個嚴重
的個案是有時限，因被拘留的涉事人早
晚要被釋放，「所以問題是我們是否樂
見有一些犯了嚴重罪案的逃犯在香港，
但我們不能夠彰顯公義，去按着台灣當
局提出移交的申請來處理這件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雖然社會主流民意都認同應盡快通

過《逃犯條例》的修訂，但反對派仍然散播恐慌、抹黑內地，要求特

區政府撤回修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去年的台灣殺人案，令

死者家屬和社會大眾都忿忿不平，激發了政府很有決心去堵塞法律漏

洞，且有關修訂不是針對特定司法管轄區，而

是要一視同仁地處理所有未與香港簽訂長期移交

逃犯協議的地域的請求。她強調，過往政府礙於

種種原因未有填補漏洞，但今屆政府會抱事不避

難的態度，「香港有問題，我們要

為香港解決這個問題」，政府

不會收回這條條

例草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強
調，不會撤回《逃犯條例》修
訂，多名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特
區政府是次修例有助堵塞現有
的法律漏洞，絕對是為香港
好，是正確的事，就必須堅持下
去，不應撤回。

反對派「屈得就屈」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

博士黃國恩強調，政府絕不應撤
回修例，正確的事情就必須堅
持。是次修例絕對是為香港好，
意在堵塞現行的法律漏洞，一視
同仁，而非為特定地方而設，反
對派將矛頭指向內地，是「屈得
就屈」，將政治凌駕公義。
他批評，反對派為反而反，很

多反對的理由不是憑空想像，就
是誇張失實，可以講是「屈得就
屈」。市民只要理性分析，就會
知道他們言論的荒謬之處。

盲阻修例摒棄法治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中國人民
大學法學博士傅健慈表示，這次
法律修訂的目的和內容是為了堵

塞香港處理與其他地區在刑事事
宜協作方面的漏洞，是一視同
仁、切實可行，並非為特定地方
而設。反對派不應以政治凌駕公
義，更夥拍「港獨」分子，盲目
阻撓修例，摒棄公義法治。

程序嚴謹保障足夠
「公法里程」主席、律師劉嘉

華表示，撇除「政治」的爭拗，
站在維護法律公義的原則下，今
次台灣殺人案件絕對不能坐視不
理，這樣對死者及其家屬不公
平，但鑑於目前法律的限制，當
局須作出修訂。
他續說，今次《逃犯條例》的

修訂，旨在處理與香港沒有移交
協議的地區的請求，但反對派卻
針對內地的司法制度，並作出大
肆批評，實在有欠公道。
劉嘉華強調，香港的司法制

度一直保持獨立，移交程序亦
很嚴謹，提出一方須提供足夠
及合理的理據，法庭會按照所
有法律理據，作出詳細與審慎
的裁決，根本不存在「話拉就
拉」的情況。同時，保安局已
回應了市民的意見，將法例適
用範圍作出調整，為所有人提
供了足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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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重申，《逃
犯條例》的修訂迫在眉睫，因關
係到去年的台灣殺人案能否處
理。多名政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均表示，台灣殺人案能
否獲得公正處理，須視乎立法會
能否成功修例。他們促請反對派
放下政治成見，為受害少女及其家
屬討回公道。

莫以政治凌駕公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

長陳勇認同特首林鄭月娥的說法。
他批評反對派利用各種手段反對
《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公然包
庇犯了嚴重罪行的人，完全是反人
類、反社會的行為，與反對派一直
宣稱會「爭取公義」的說法自相矛
盾，完全是在自打嘴巴。
他強調，特區政府已多次重申，

今次修例主要為了堵塞現有法律漏
洞，有多重保障、公正和公平地處
理每一宗的移交申請，但反對派卻
以政治凌駕公義，阻撓修例。
事實上，台灣殺人案已經拖延

多時，反對派應放下成見，為受
害少女及其家屬討回公道，盡快
完成有關修訂工作。

違法犯罪須受制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

林鄭月娥清楚說出了今次修例的主
要原因，就是堵塞法律漏洞，令違
反了嚴重法例的人接受法律制裁，
避免令香港成為「逃犯天堂」，但
反對派卻譁眾取寵，不斷針對內地
的法律制度，把一件彰顯公義的事
提升到政治層面。
他直言，是次的台灣殺人案能否
獲得公正處理，要視乎立法會能否
適時通過法例，反對派能否願意放
下成見。

修例堵塞法律漏洞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指出，
《逃犯條例》的修訂，是要堵塞過
往的法律漏洞，令公義更合理地得
到彰顯，有助提升法治。反對派不
應以政治凌駕公義，令香港成為
「逃犯地區」，或讓香港受害人得
不到合理的保障。
他坦言，台灣殺人案能否令逃犯
繩之以法，還看今次修例是否成
功。顏汶羽懇請反對派放下成見，
為受害少女及其家屬討回公道。

雲報紙 Android

早安香港

文匯報微信

文匯網

Apple iOS

正確事 須堅持

■■林鄭月娥昨日表林鄭月娥昨日表
示示，《，《逃犯條例逃犯條例》》
修訂草案絕不撤修訂草案絕不撤
回回。。 中通社中通社

■反對派前日遊行阻撓修訂《逃犯條例》，各界批罔顧公義。
資料圖片

■「港獨」分子在反修例遊行中公然煽
「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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