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綱要》支持香港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
議解決服務中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表示，香港正探索將創新科技應用於跨境爭議解決
領域，鞏固自身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
位。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表示，相信在中央政府
的支持下，在各方的努力下，香港一定能發揮獨特
優勢，在構建多元化國際爭議解決體系、推進國際
法治合作、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作出新貢獻。
由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香港和解中心、國

際爭議解決及風險管理協會聯合主辦，香港特區政
府律政司協辦的「國際爭議解決研討會2019」昨日
舉行。會議主題為「全球協作新紀元」，主要圍繞
國際貿易投資探討多元化爭議解決方案。來自香
港、內地和其他國家及地區約850位法律及爭議解
決專業人士出席。
林鄭月娥在研討會開幕式上致開幕辭時表示，香
港致力於鞏固自身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
地位，在發揮法制完善、市場自由、人才匯聚等傳
統優勢的同時，也在發掘新的優勢領域，尤其是

把創新科技應用於跨境法律和爭議解
決服務等領域。

撥2000萬美元開發調解系統
她介紹，特區政府已提供近2,000萬美元，支持
由香港非政府組織創建的、名為「eBRAM」在線
商業仲裁與調解系統的開發和初期運作，為跨境商
貿糾紛提供安全高效的在線爭議解決服務，希望其
有助香港為擁有不同法律傳統的各司法管轄區提供
爭議解決服務，並希望該系統能夠在「一國兩制」
的原則下，體現香港在為不同法律傳統的司法管轄
區提供所需服務方面的獨特競爭力。
林鄭月娥強調，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

服務中心，香港將會繼續密切關注國際調解和仲裁
的發展，同時把握可能出現的巨大機遇。

謝鋒：構建多元化爭議解決機制
謝鋒在開幕式發表題為《構建多元化爭議解決機

制，推進全球治理邁上新台階》的演講。
他指出，國際爭議解決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方面，

也是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重要保障。中國始終以
維護和平為宗旨，堅持平等相待、互商互諒，通過
談判對話解決分歧，主張國際規則由各國共同書
寫，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也是新時代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謝鋒表示，「一帶一路」為推進國際法治合作、優
化爭議解決機制、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平台。即將
舉行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進一
步推進「一帶一路」合作高質量發展，為構建開放型
世界經濟、提振全球發展信心注入新動能。
謝鋒強調，香港在「一國兩制」方針下實現平穩

回歸，是新中國在和平解決爭端方面的偉大創舉和

成功典範。香港中西文化融合、法律規則融通、經
貿往來頻密、專業服務發達，回歸以來更保持了長
期繁榮發展，法治水平、營商環境等許多指標都名
列世界前茅。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
決服務中心」的地位日益鞏固。相信在中央政府的
支持下，在各方的努力下，香港一定能發揮獨特優
勢，在構建多元化國際爭議解決體系、推進國際
法治合作、完善全球治理等方面
作出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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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全面阻撓逃犯條例的修訂，不但發起
所謂「全民簽名運動」反對，更借用外
部勢力針對條例的不實指控製成「懶人
包」在網絡流傳。多名建制派中人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反對派
與外部勢力裡應外合，為謀求各自的政
治利益，罔顧公義，實愧對台灣殺人案
的死者及其家屬，以至全香港的市民。
在立法會《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
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委
員會開展審議工作前夕，民主黨、公民
黨等除借機到英美與當地的反華勢力配
合，唱衰「一國兩制」的同時，更大搞
所謂「全港簽名運動」，反對修訂逃犯
條例。
而所謂「自決派」的「眾志」，亦在

其fb專頁發佈所謂「懶人包」，借用英
美反華政客，以至「台獨」分子的言
論，聲稱修例將「深遠影響香港的法治

自由及國際地位」，所以未來兩個月是
「推倒『惡法』、『守護香港』的關鍵
階段」，不擇手段要拉倒逃犯條例的修
訂。

周浩鼎批罔顧公義
一直協助台灣殺人案死者家屬的民建

聯副主席周浩鼎指出，無論是受害者家
屬、普羅大眾以至特區政府，都希望台
灣殺人案中的兇手面對法律的制裁，以
彰顯公義，同時還要避免日後再出現類
似情況。不過，包括 「眾志」等反對
派不擇手段，包括主動乞求外部勢力橫
加干預，聯手阻撓逃犯條例的修訂，阻
礙公義不能彰顯，實愧對死者及其家
屬，以至全香港的市民。

梁志祥斥誤導公眾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批評，民主

黨、公民黨及「眾志」等明目張膽夥同

英美與反華勢力，干預香港特區內部的
立法工作，更公然勾結「台獨」勢力，
為是次法例修改工作添煩添亂，更在社
交平台以不實資訊誤導市民，反映這些
人只顧個人的政治目的，懶理公義無法
彰顯。

顏汶羽批不負責任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強調，香港法

律成熟可信，在法治領域上領先國際，
而是次逃犯條例修訂中，最關鍵是「雙
重犯罪」原則，即在港的逃犯所干犯法
律的行為要同時違反兩個地方的刑事法
律才合乎啟動移交逃犯的程序，對疑犯
的人權有充分保障，但反對派對此視而
不見，更與外部勢力誤導香港市民，阻
礙修訂通過，令逃犯繼續容身在港，是
極不負責任的。

修規見效布難拉
流會技窮殺傷減

林鄭：創科解跨境爭議 鞏固港法律服務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下午在禮
賓府與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
（駐港部隊）司令員陳道祥少將會
面。林鄭月娥表示，相信駐港部隊在
陳道祥少將領導下，將繼續秉持其優
良傳統，對特區作出貢獻。
林鄭月娥歡迎陳道祥少將來港履

新。她說，駐港部隊一直嚴格按照基
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駐軍法》和相關法例在特區履行
職務，是保障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堅
實後盾。
林鄭月娥表示，駐港部隊紀律嚴

明、守法循規，積極參與社區公益活
動，而且經常組織軍營開放、為青少
年舉辦夏令營等活動，深受市民歡
迎。
她相信駐港部隊在陳道祥少將領導

下，將繼續秉持其優良傳統，對特區
作出貢獻。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亦出席了是次會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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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與陳道祥會面。

「流會」期間缺席議員

反對派（23人）

民主黨（6人）：涂謹申、胡志偉、
黃碧雲、尹兆堅、許智峯、鄺俊宇

公民黨（5人）：郭家麒、郭榮鏗、
楊岳橋、陳淑莊、譚文豪

「議會陣線」（6人）：梁耀忠、毛孟靜、
陳志全、范國威、區諾軒、朱凱廸

「專業議政」（3人）：莫乃光、李國麟、
邵家臻

「熱血公民」（1人）：鄭松泰

工黨（1人）：張超雄

其他（1人）：陳沛然

建制派（14人）

民建聯（4人）︰黃定光、鄭泳舜、
張國鈞、劉國勳

經民聯（4人）︰石禮謙、林健鋒、
梁美芬、劉業強

新民黨（1人）︰葉劉淑儀

自由黨（1人）︰邵家輝

實政圓桌（1人）：田北辰

其他（3人）：馬逢國、廖長江、陳凱欣

■資料來源：立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自「佔中九男
女」被法庭宣判有罪，反對派中人不斷將一眾
「違法達義」的犯罪分子吹捧成所謂「英雄人
物」，鼓吹年輕人效法。繼早前港大學生會刊物
《學苑》出版《抗爭者》特刊，城大學生編委會
近日又舉辦《地厚天高》電影放映會，大肆美化
參與旺角暴動而被判監6年的梁天琦，將其受審
舉動渲染成「慷慨就義」，又稱對方「值得追
隨」。有教育界人士批評，旺角暴動為嚴重暴力
事件，接受審判是理所當然的，籲大眾明辨是
非，勿遭誤導。
城大學生編委會上周五（12/4）舉辦了放映會，

並邀請「星火同盟」義工、暴動案脫罪的林傲軒，
以及暴動案中的辯護律師黃國桐於電影放映後作分
享。
鼓吹暴動、連累大批年輕人成為階下囚的惡行，
一直被反對派顛倒是非戴上一個個「光環」，彷彿
根本不需要負任何責任。
編委會在fb網站轉載活動內容時，聲稱不少人均
對梁天琦當年回港受審的決定感疑問，並引述黃國
桐於會上分享梁天琦原話：「因為已經有好多人
（2016 年旺角暴動後被控罪者）入咗去（監
獄），我唔可以唔理佢哋」，言下之意便是為了
「義氣」不惜放棄潛逃海外。
林傲軒則在分享會上聲稱梁天琦是「值得追隨嘅
人」，又形容對方看見自己得以脫罪時，「比我更
開心，甚至感觸得落淚」。分享環節後編委會並鼓
勵參加者撰寫心意卡予在囚的「義士」。

何漢權：犯罪受審 何頌之有？
就接連有大學學生組織借學生平台及資源美化犯

罪分子，香港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強調，旺角暴
動是一宗暴力違法事件，這點毋庸置疑。至於犯事
後回港受審，本來就是理所當然，不明白當中何來
值得「歌頌」之處。
他指出，類似的學生會濫用資源事件近年時有發生，

一方面當然期望大學可作適當跟進，但在目前難以完
全杜絕的情況下，籲大眾應堅定立場，向暴力及違法
行為說不，切勿受人誤導視作「榜樣」，誤入歧途。

播片硬銷「獨琦」
城大生離譜

反對派勾外力阻修例 建制批愧對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

及今天（17日及18日）連續兩日二讀辯論涉

及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

在昨日下午會議上，反對派議員再施拉布故

伎，在會議期間不斷提出要點算法定人數。

在「議會陣線」議員陳志全要求點算法定人

數時，由於在響鐘15分鐘後尚欠3名議員，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宣佈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

會，是2017年底修改議事規則後的首次流

會。不過，根據經修訂後的議事規則，主席

有權決定何時續會。梁君彥在與各黨派代表

開會後決定昨日傍晚重開會議。多名建制派

議員均認為，幸完成修改議事規則，未至浪

費議會時間，影響社會民生事務。

立法會昨日上午11時開始二讀辯
論落實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撥

款條例草案》。自辯論開始，「議會
陣線」議員陳志全、「新民主同盟」
議員范國威，以及公民黨議員郭家麒
即不斷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浪費近1
個小時。到下午4時許，陳志全再提
出點算人數，當時反對派大部分議員
均「失蹤」，僅3人在席，連同29名
建制派議員，不足法定人數，最終
「流會」。

反對派認製流會阻修例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批評反對派製
造「流會」，並指昨日的會議多次
暫停，有議員暫時離開會議廳是可
以理解的。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則
指，是次流會明顯是反對派拖延時
間的策略，惟當時會議廳未有足夠
的議員在席，是議員的責任。有反
對派議員直認是要透過製造流會，

目的是要「抗衡」逃犯條例的修
訂。
根據舊有的議事規則，大會流會後

要待下一個星期三方能復會，但根據
已經修改了《議事規則》第17（6）及
第14（4）條，立法會主席有權決定再
召開會議。梁君彥在與各黨派代表會
面後，決定於晚上6時半復會。

可即晚復會 毋須待下周
梁君彥指出，今次是立法會修改

《議事規則》後，首次因法定人數不
足而休會。在決定是否重開會議時，
他考慮了不同的因素，包括今次會議
處理的《撥款條例草案》，已經有多
名議員報名發言，同時有多項附屬法
例，包括6項延展、1項修訂附屬法
例，以及一項察悉的議案需要處理。
在衡量是否有迫切性的同時，是否

能即晚重開會議亦須取決於是否有足
夠法定人數，故他與不同黨派的議員

商討。雖然有部分議員並未表明會否
出席，但經過評估後，認為有足夠的
法定人數，遂決定傍晚6時半重開會
議。

建制派：仍有漏洞須填補
多名建制派議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均表示，幸完成了修改
《議事規則》的工作，不致浪費議會
時間。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是次

流會證明當日修改議事規則是有必要
的，但仍然有漏洞，必須繼續填補。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亦指，幸

好修改了《議事規則》內容，可以在
兩個小時內重開會議，不致阻礙了會
議進程。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新界鄉議局主

席劉業強指，議程內尚有很多涉及民
生事項，現在同一日內重開，可以避
免議案「塞車」。

■周浩鼎 資料圖片 ■梁志祥 資料圖片 ■顏汶羽 資料圖片

■立法會昨日一度「流會」，由於議規經修改後，立法會主席
有權決定再召開會議，令會議最終可在即日傍晚重開。圖為反
對派拉布亂象。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