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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須有法律處理涉台刑案
港男疑在台殺人或更早獲釋 冀經「協進會」「策進會」平台做商討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立
法會各黨派的動員下，《逃犯（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至昨日最少有60名議
員報名參加，並定於明日（17日）舉行
首次會議，屆時將選出正副主席。建制
派初步計劃推舉九龍東立法會議員謝偉
俊擔任委員會主席，副主席人選則為金
融界議員陳振英。已表明開會時「拉布
就梗㗎喇」的反對派，昨日已開始搞小
動作。「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稱
不滿報名的期限僅得3天太短，並稱已
就此向立法會秘書處投訴。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於上周五通過成立

《逃犯（修訂）條例草案》法案委員
會，立法會秘書處隨即發出文件，邀請
議員報名參加，並通知議員明日上午舉
行首次會議。在選舉正副主席後，委員
會就會正式展開討論。截至昨日上午11
時許，已經有60名議員報名參加，其中
20多人為反對派，包括「佔中九男女」
中的公民黨議員陳淑莊。

毛孟靜搞小動作 投訴報名期短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聲稱，

委員會報名期只有3天，時間「太短」，
並就此向立法會秘書處投訴。秘書處引
述內務守則指，開會時間是由提出成立
法案委員會中最資深的議員決定，即經
民聯議員石禮謙。秘書處在接獲她的投

訴後，已詢問石禮謙會否更改開會時
間，石禮謙則回覆「一切如舊」。
毛孟靜聲稱，反對派中「最資深」的
議員也曾舉手要求成立法案委員會，但
秘書處並沒有詢問他們的意見，故對秘
書處的做法不滿。她又稱，為抗衡建制
派，以免他們在委員會議期間「濫
權」，反對派議員已全數要求加入，同
時會派出代表與建制派競逐委員會正、
副主席。

李慧琼：按規則安排合情理
針對反對派的投訴，內務委員會主席

李慧琼表示，委員會報名參與期限一向
有長有短，不存在不夠時間報名的問
題，秘書處是根據議事規則及一貫的程
序處理報名事宜，而開會日期則是由提
出成立委員會的最資深議員決定，且是
次法案有緊迫性，需要用好時間，安排
合情合理，故反對派為此投訴立法會秘
書處是不公道的做法。
她透露，建制派支持由謝偉俊出任法
案委員會主席，並得知對方預計利用約
70小時審議。雖然反對派已表明屆時會
拉布，但相信主席早有心理準備，屆時
如有議員重複發言，主席會作出處理。
同時，是次的審議工作具挑戰性，建
制派會盡力，並有信心可以應付有關的
審議。

■香港各界上月請願支持盡快修訂《逃犯（修訂）
條例草案》。 資料圖片

張建宗昨日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
員會上表示，政府提出修例建

議，是要堵塞法律漏洞，彰顯公
義，令香港不要成為「逃犯天
堂」。他並不認同反對派所謂修例
會影響新聞和言論自由，認為議員
應該看事實，香港無新聞審查，政
府亦無干預任何傳媒機構操作。他
指出，香港有80多家外國傳媒運
作，一直發揮活躍的監察角色。

李家超盼先做前期工作
李家超昨日在另一公開活動後表
示，希望通過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
進會和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的
平台，雙方在互相尊重、只談個
案、不談其他任何與個案無關的事
情下，先做一些準備工作，「當我
們在立法會審議完法案之後，如果
法例真的獲得通過，我們就有一個
法律去處理實際台方要求的司法互
助和移送逃犯去面對在台灣的法律
制裁，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被問及涉案港男或會更早獲釋，
李家超表示尊重法庭對於有關案件
的裁決，相信案件反映修例的急切
性，如果能在疑犯仍在扣押期間修
例當然最理想，但無論判決是如
何，現實是香港目前還是沒有法律

處理有關案件的疑犯移交，始終都
要有一個法律去處理。
他重申，修例是要處理台灣殺人
案，並填補制度上的漏洞，包括處
理恐怖分子等，「如果我們沒有法
律去處理，我們怎可容許這個人在
香港自由遊走，生活在我們之間，
或者逃離香港，以後不需要負上法
律責任呢？」
至於有商界人士提出應進一步提

高門檻至罪行須判監7年以上才可移
交，李家超理解不同人士有不同想
法和建議，「在法案委員會的時
候，我相信這些問題都會充分討
論，政府屆時亦會充分解釋，我們
對某些建議的做法和看法。」
他強調，會努力爭取議員支持修
例，政府除會在法案委員會盡量解
釋立法目的和看法外，也會利用不
同機會，盡量向社會解釋。

曾鈺成指現例有法律漏洞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昨日被問及有

關問題時指，現時《逃犯條例》寫
明，法例適用於香港及香港以外地
方，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
分除外，「當年為何寫這句在法例裡
面，是另外一回事，但這一法律空白
實際上造成了法律漏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舉事務
處近日被揭發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遺
失了位於青衣的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票
站內的一本選民登記冊，涉及8,000名選民
資料。
在昨日的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指出，選舉事
務處已完成覆核登記冊上的選民登記，並未
發現異常情況，但重申倘調查後發現有人為

失誤或蓄意隱瞞，政府將根據公務員系統的
紀律程序處理。

聶德權再向選民致歉
聶德權在會上發言時，再次就事件向受影

響選民致歉。他強調，警方及私隱專員公署
已經就事件展開調查，選舉事務處亦已發信
通知選民登記冊上8,000多名受影響的選
民，並完成覆核登記冊上的選民登記，其中

有400多名選民更改住址的申請，比例與一
般情況相若，並未發現異常情況。選舉事務
處亦主動接觸該400多名曾更改登記資料的
選民，向他們了解和確認相關更改，看是否
需要跟進。
工聯會新界西議員麥美娟批評，是次事件

若非廉政公署開展調查而要核實選民身份，
事件也不會被揭發，令人懷疑選舉事務處遺
失的選民登記冊不只一本。
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黃思文回應

說，今次只遺失了一本選民登記冊，其他的
登記冊仍備存在選舉事務處內。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則批評，事件發生多
時，且涉及不同層級的公務員，政府此前何
以會全不發覺。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亦質問，今

次事件是否有人需要問責。聶德權回應說，
身為問責官員，最重要是能嚴肅妥善跟進事
件，將影響減到最低，及避免再發生同類事
件。
民建聯議員李慧琼則指，各政黨都會配合
特區政府的呼籲，鼓勵街坊辦理選民登記，
但是次事件發生後，令街坊難以安心。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也認為，是次事件令市

民很難信任選舉事務處處理選民資料，質疑
是否有犯罪集團甚或有政治目的「臥底」潛
伏，並認為政府要重新建立系統，甚至撤換
整批工作人員。

有人失誤隱瞞將問責
聶德權在回應時表示，選舉事務處在調查

完成後，將會向選舉管理委員會提交詳細報
告，選管會亦於8個星期內完成有關調查工
作，倘經調查後發現有人為失誤或蓄意隱
瞞，政府將根據公務員系統的紀律程序處
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鄭治祖）反對派持續阻撓

《逃犯條例》的修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強調，特區政府

提出移交逃犯的新安排是要堵塞法律漏洞，彰顯公義，令香港

不要成為「逃犯天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則表示，希望通過

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和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的平台，

與台灣在互相尊重、只談個案、不談其他任何與個案無關的事

情下，先做一些準備工作，去商討應該如何處理台灣殺人案。

就涉案港男或能更早獲釋，李家超表示會尊重法庭裁決，但無

論如何，香港都需要有法律去處理有關疑犯需要面對在台灣殺

人的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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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冊」已覆核 未發現異樣

■支持者日前請願促修訂《逃犯條例》。
資料圖片

■張建宗強調，修例是要堵塞法律漏洞，彰顯公
義，令香港不要成為「逃犯天堂」。 資料圖片

■李家超表示，希望先做一些準備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易秉權攝

■就涉案港男或能更早獲釋，李家超表示會
尊重法庭裁決。圖為涉案疑犯及女死者。

資料圖片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日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研討會致辭時強調，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不僅是「一
國兩制」的題中之義，更直接關係港人的安全感和幸福
感，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王主任的
講話既高屋建瓴、又親切貼身；既恢弘雄辯，又循循善
誘。王主任分享了國家安全與香港繁榮穩定、港人安居
樂業的密切關係；分享了維護尊重法治的核心價值對保
障香港繁榮穩定、安寧安定的重要意義；分享了香港特
區在維護國家安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上所必
須履行的憲制責任。認真聆聽、用心領會王主任深入淺
出的精到分析，有利港人切身可感地理解維護國家安全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明白香港每個港人肩負的義務和
責任，把維護國家安全內化於心、外化於行。

王志民主任的講話，清晰闡述了維護國家安全對香
港和港人的根本性意義。沒有國，哪有家；家是最小
國，國是千萬家。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擁有「一國兩
制」的獨特制度，港人享受高度自由開放的生活，更
應認識到國家安全並非可有可無、虛無縹緲，而是香港
繁榮穩定、經濟民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國家安全和港
人的利益息息相關。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安全沒
有保障，國無寧日，發展無從談起，改善民生更淪為空
話，發生「顏色革命」、戰亂不息的中東各國早已證明
這一點。

法治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也是國家安全的重要
保障。王志民主任在講話中對此作了重點論述。回歸以
後，香港始終堅守以憲法和基本法為核心的社會價值
觀，令香港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吸引了來自
全球各地、四面八方的資金、人才、遊客，令香港保持
穩定繁榮。從反面例子來看，更令港人珍惜法治安寧。
違法「佔中」79天無法無天的混亂狀況，旺角暴亂對
社會秩序造成前所未見的衝擊，香港一度從「法治之

都」、「安全城市」淪為「動盪之都」，
香港的經濟繁榮、社會穩

定、國際形象均受極大傷害。這更加說明，沒有法治，
一切蕩然無存；市民更加明白，「公民抗命」、「違法
達義」不可能給香港帶來普選、民主、自由，只能帶來
法治之痛、民生之痛、社會之痛、國家安全之痛。痛定
思痛，港人絕不容忍再以政治訴求凌駕法治之上，不容
「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煽惑人心，強烈支持依法
徹底清算「佔中」流毒。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上
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
制」的關係。「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
是本，本固才能枝榮。習主席還強調，任何危害國家主
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及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
進行滲透，都是對底線的觸碰，絕不允許。維護國家安
全就是維護「一國兩制」制度安全，是香港義不容辭的
憲制責任。

王志民主任的講話，對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現
狀、形勢和任務，作出了清醒判斷。自國家主席習近平
前年七一視察香港以來，香港各界對國家安全的認識日
益加深、對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日益堅定，特區政府堅
定維護國家安全，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港獨」零容忍，
迎難而上，敢於擔當，依法禁止了主張和宣揚「港獨」
的「香港民族黨」。近兩年來，香港風清氣正，社會正
能量不斷上升，呈現穩中向好的態勢。但在外部勢力借
打「香港牌」遏制中國崛起的形勢下，維護國家安全任
重道遠，維護國家安全更具迫切性。

因此，香港一方面要凝聚共識，正視並解決香港在
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特區
政府要充分運用現有的一切法律手段，遏止任何衝擊
「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所有愛
國愛港的香港市民，更要同心同行，共同堅守「一國兩
制」初心，共同維護國家安全和「一國兩制」制度安
全，共同推進香港「一國兩制」全面準確落實，維護港
人的最大福祉。

維護國家安全須內化於心外化於行
消委會抽查多個魚生樣本，發現部

分含有寄生蟲、蟲卵、重金屬等問
題，危害消費者健康，對孕婦和小朋
友 影 響 更 大 。 本 港 號 稱 「 美 食 之
都」，食品安全一向受人信賴，港人
引以為傲，此次的檢測結果令人產生
疑慮，值得高度重視。特區政府必須
與時俱進，檢討、制訂更嚴謹的食安
標準，食安中心和海關等部門要加強
抽查、檢控力度，切實保障市民健
康，維護本港「美食之都」的美譽。

本次消委會對魚生的抽查，多家大
型連鎖店售賣的魚生食物竟然發現線
蟲和蟲卵，而且 50 個樣本中有 49 個
都驗出重金屬「甲基汞」，這種物質
影響人類中樞神經系統，對孕婦和小
童危害極大。更為嚴重的是，本次抽
查發現市場存在用淡水虹鱒魚假冒三
文魚的情況，隨時令食客在不知情下
進食了不宜生食的淡水魚生，危害更
大。雖然食安中心跟進後表示，沒有
發現魚生含寄生蟲，但港人對食物風
險零容忍，只要不能保證百分百安
全，就是對市民和遊客信心的打擊。

本港在保障食物安全方面往績良
好，但食物監管制度日益受詬病。一
方面，本港存在食安標準缺失和過時
的問題，對一些食品有害物質的含
量，未有按照本港的實際情況制定標
準，只能參考世界衛生組織或歐盟的
有關標準。申訴專員公署2017年曾批
評，當局對食物金屬雜質含量的規
管，20年來從未更新，「食物的法定

安全標準寬鬆兼嚴重過時」。政府直
至去年才刊憲實施新的《食物攙雜
（金屬雜質含量）（修訂）規例》。

今次消委會抽查結果提醒，政府須
持續更新各項食安標準，讓香港標準
與國際標準接軌，持續提升保障公眾
健康的成效。另一方面，食安中心雖
然會定期檢測市面的食物樣本，例如
2017年全年檢測了約67,000個樣本，
但極少公開有關檢驗的結果和詳情，
只是在食安中心的年報中披露合格
率，缺乏足夠的公開性和透明度，而
且甚少將有問題的食肆、商戶公諸於
眾，難以發揮打擊阻嚇之效。

本次消委會的抽查發現本港有食肆
銷售虹鱒充當三文魚。虹鱒是淡水
魚，很大機會有大量寄生蟲，根本不
宜生吃。 早在 2012 年，本港有日式
連 鎖 料 理 店 被 揭 發 出 售 「 鱒 三 文
魚」，明顯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多年過去，本港仍然存在這種渾水摸
魚的情況，反映當局抽查不足、執法
不嚴，以致令商家有欺客牟利的可乘
之機。

本港市場高度自由，出售的食物來
源五花八門，政府的食安標準稍有缺
陷，監管力度不足，都會對市民健康
構成威脅，令香港「美食之都」的聲
譽蒙污。消委會揭發魚生不安全，相
信並非針對某項食品和行業，而廣大
市民則希望政府充分重視問題，加大
執法力度，讓市民食得安心
放心。

從嚴監管食物安全 保市民健康香港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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