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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番出動「告洋狀」大肆詆毀「一國兩制」

反對派唱衰結惡果
麻省理工限港項目

得到英美國會內反華勢力的撐腰，「香港
眾志」為抹黑《逃犯條例》又出新招：他們日
前在facebook發表所謂「大灣區首個線上升
學分析」，聲稱《逃犯條例》修例通過後，選
擇去大灣區升學的香港學生，不論做什麼

「都會被移交至內地坐『黑獄』」。香港法律界
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眾志」
的測試內容不符事實、匪夷所思，反映他們
根本沒有法律常識，卻試圖以此誤導市民，
提醒市民切勿輕信。

稱「出貓」會犯串謀欺詐罪
根據「眾志」的「小學雞測試」，「話劇

社學生」就會觸犯「與火器有關的法律所訂

的罪行」；「貸款窮學生」和「出貓學生」
就會犯「串謀欺詐罪」，「文學系學生」就
會觸犯「與保護知識產權、版權有關的法律
所訂的罪行」等等。

湯家驊：測試荒謬匪夷所思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點出

「眾志」所謂「測試」的荒謬：騙人錢財才
是欺詐，「出貓」不屬於串謀欺詐的範疇，
測試中所謂「出貓學生」，在現實中根本不
會因為犯「串謀犯欺詐罪」而被移交，且香
港從沒有學生會因為「出貓」而坐監，給去
大灣區升學的「出貓學生」背上串謀欺詐
罪，是匪夷所思的。

他續說，《逃犯條例》已寫明，只有在香
港會被判監3年以上嚴重罪行才有可能被移
交，且該罪行如果涉及政治因素，也都不會
被移交。

湯家驊坦言，現在社會上反對修例的聲音大
多都是失實的，香港法律保護言論自由，他希
望香港市民可以看清事實，香港的法律是用簡
明的中文寫出來的，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自
己可以上網看法律條文，「希望香港人不要輕
易聽信這些沒有事實基礎的錯誤意見。」

黃國恩：一看即知不懂法例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

說：「這些內容一看就是不了解逃犯條例的人

做出來的。」他舉例，「貸款窮學生」會「合
同詐騙罪」被引渡到內地純屬子虛烏有。

根據「眾志」的「測試」，「貸款窮學生」
就會像觸犯內地的「合同詐騙罪」和逃犯條例
中的「串謀犯欺詐罪」的港商郭春生一樣，被
移交回內地受審，他批評這是錯誤類比：「郭
春生被捕是與學生貸款有關的嗎？『合同詐騙
罪』可以是非常嚴重的罪行，在任何一個司法
管轄區內作案都有可能被移交。他的案例與
『借貸窮學生』毫無關係。」

丁煌：操作輿論將引火自焚
執業大律師、經民聯港島太古西幹事丁煌

表示，「眾志」的「小兒科」測試，「似乎

在提示香港新生一代在《逃犯條例》修例
後，不論做什麼，都會被移交到內地坐『黑
獄』。這純粹是幾個極個別的黃毛小子，為
求公眾注意而發表的幼稚言論。」他還提醒
「眾志」成員不應以誤導訊息操作輿論，以
免引火自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眾志」小學雞測試抹黑逃犯例 &

麻省理工學院目前正與本港多間高校開展合作項目，相
關項目或受今次事件影響。有「港獨」分子伺機要將污水
潑向香港融入國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令學術自由受損、
「是香港院校與內地走近要付出的代價」云云。多位政治
界和教育界人士強調，香港學術自由從未受到影響，又批
評美國政府若選擇固步自封，或會激發其他國家和地區自
主研發或與另外的夥伴合作，最終受損的只會是自己。

投資百億創科平台或添變數
目前，香港院校與麻省理工學院有不少合作項目，包括
中文大學去年5月公佈與麻省理工合作，通過電子學習技
術以了解翻轉課堂教學（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的最
佳應用方案；香港科技大學於2014年成立「香港科技大
學－麻省理工學院研究聯盟」推動相關產業研究；香港大
學於2013年加入哈佛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共同創建的非
牟利網上教育平台edX，以及城大、教大、麻省理工學院
和賽馬會攜手推動的「賽馬會運算思維教育」等。
理工大學副校長（科研發展）衞炳江表示，特區政府早前

投放100億元建立兩大科技創新平台，需要本港大學與其他
國家或地區的世界知名大學合作，他從麻省理工學院得知本
港已有三、四所大學向他們表示有合作意向，而麻省理工學
院亦持歡迎態度，如今卻態度突變，令人愕然。他認為，科
技無國界，「玩關閉主義，最後只能影響聲譽。」

港與內地科研合作無損自主
香港大學校董、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認為，有人認為麻省理工學院

的做法是香港院校與內地走近要付出的代價的觀點「完全錯誤和不可接
受。」他強調，國家的科研水平高，內地學者的參與對提升香港院校的科
研水平有重要的作用，且亦從不會影響到香港學術的自主和獨立地位。
中文大學校董、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強調，學術交流應不分國界，

不應事事牽扯政治，美國若選擇固步自封，以為會逼死其他國家，
但長此以往，更會激發其他國家自主研發。
香港多所高校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截至昨日截稿

前，院校與麻省理工學院的合作項目暫未受影響，並表示會繼續貫
徹其開放和樂於合作的處事原則，與全球不同高等院校，維持緊密
的合作及學術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思文）反對派為反對
《逃犯條例》不擇手段，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稱修
例會破壞「一國兩制」，計劃向林鄭月娥提出不
信任動議。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批評，民主黨
的做法是在對人不對事，意氣用事，不利於讓公
眾了解《逃犯條例》內容，又強調是次修例須與
時間競賽，不希望《逃犯條例》未完成修例時，
台灣殺人案的被告已被釋放。

斥上綱上線將事件政治化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昨日在一電台節目聲稱，是

次修例是接通香港與內地司法制度的「後門」，
又稱林鄭月娥「放棄了香港的重要核心價值」，
並非稱職的特首，所以該黨要在立法會對她提出
不信任動議。
出席同一節目的李慧琼指出，政府在諮詢後已

接納了社會各界的意見，例如提高移交逃犯的門
檻等，又預計大部分立法會議員都將參與即將成
立的法案委員會，議員屆時提出意見，政府亦會
繼續聽取意見。
她強調，倘個別黨派對修例有意見，應對事不

對人，而民主黨這次將修例上綱上線，甚至要求
特首下台，是意圖將事情政治化，對特首的不公
道。她希望議員實事求是，做好審議工作。

與時間競賽 修例不能等
李慧琼表示，據她了解，台灣殺人案被告的關

押時間與被控洗黑錢的服刑時間相若，不希望在
《逃犯條例》修例未完成時，被告已因服刑期滿
而被釋放。因此，修例與審議需要與時間競賽，
她建議立法會應盡快依指定程序進行審議，並希
望立法會審議條例及法庭審理案件之間不要有空
檔時間。
她同時表示，現在香港法庭只能按現有司法體

制進行審訊，被害女孩家屬十分擔心釋放被告
後，特區政府就沒有其他方法處理該案，亦使被
告有機會潛逃至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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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學院主管科研的副校長Ma-
ria T. Zuber日前向教職員發信

指，美國聯邦政府指控涉嫌違反制裁令
的調查，麻省理工學院不再接受來自華
為、中興及其子公司資助新研究項目，
並中止所有現有項目，而對部分國家人
士或組織資助或相關項目，會進行額外
審核（additional review），有關國家和
地區包括中國、俄羅斯以及沙特阿拉
伯，並特別強調「香港亦包括在內」。
聲明稱，相關國家和地區的項目必
須經過額外的學術及行政審核，包括合
作項目在知識產權、出口管制、政治權
利、公民權、人權等問題上，是否符合
麻省理工學院的「核心價值觀」和「學
術使命」。

衞炳江：突發聲明感愕然
在美國學習工作十幾年的理大副校

長（科研發展）衞炳江指出，有理由相
信麻省理工學院受到美國政府政治壓
力。他兩周前才赴美國與麻省理工討論
合作事宜，而對方亦派代表於一周前回
訪理大，雙方都表示出合作意向，因此
對該校突然發表的聲明，感到愕然。
在香港回歸祖國前一年回流香港發
展的他更認為，香港回歸後，「一國兩
制」、大學學術自由都得到了充分的保
障，「只是有班人唱衰香港。」

張國鈞：做法無理礙交流
香港大學校董、民建聯副主席張國

鈞向香港文匯報表示，麻省理工學院
的這種針對做法完全沒有道理，亦不
利國際間的自由學術交流，並強調香
港的學術自主和獨立地位從未受到干
預和影響。

何啟明：疑受美政府壓力
中文大學校董、立法會議員何啟明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他對麻
省理工學院的做法表示遺憾和失望，
「很明顯見到相關院校是受到美國政府
的政治壓力，才會突然中止和相關國家
和地區的合作。」
他指出，香港反對派不斷抹黑香港

的大學學術自由「受到干預」等，將不
符實情的指控用自己的口宣揚出去，
「順應美國的意思，配合美國演戲，損
害香港利益。」因此，反對派對此有不
可推卸的責任，「反對派是美國政府的
棋子，是美國策略的一部分，配合美國
政府完成相關行動。」

葛珮帆：反對派供「彈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不排除麻
省理工學院受到政治壓力，若事實如
此，已背離了學術自由，而是次事件源
於香港反對派不斷詆毀「一國兩制」，
唱衰香港，為最近美國提出的貶低中國
和香港的報告提供「彈藥」，令人憂慮
政治角力已經蔓延學術界，更令人擔心
有關情況蔓延其他大學，長遠阻礙人類
科研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中央政府大力

支持香港發展成國際創科中心，希望為港人，特

別是年輕人開拓一片新天，惟香港一眾反對派與

外國反華勢力裡應外合，唱衰「一國兩制」，已

對香港造成實質損害。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日前發

表聲明宣佈，該校任何由中國（包括香港）等國

家或地區資助、在相關國家地區進行、與相關國

家地區人員或機構合作的項目都需進行額外審核

（additional review）。多名香港政界及教育界

人士認為，這與香港反對派經年在海外順應美國

政客的利益、聲稱「一國兩制」「被侵蝕」等有

關，需要對此負絕對責任。

■■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日前發表聲明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日前發表聲明稱，，該校將對該校將對
中國中國（（包括香港包括香港））的的合作項目從嚴審核合作項目從嚴審核。。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陳方安生等人上月組團赴陳方安生等人上月組團赴美美「「告洋狀告洋狀」」，，
對港府對港府修訂修訂《《逃犯條例逃犯條例》》大肆抹黑大肆抹黑。。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黃之鋒早前赴英黃之鋒早前赴英
唱衰香港唱衰香港。。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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