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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為堵塞法律
漏洞，彰顯法治公義而提出
修訂《逃犯條例》，得到香

港社會的積極回應。本人聯同多位社會知名
人士日前成立「萬衆同聲撐修例公義組」，
發起「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署」活動，呼籲
廣大香港市民通過網上或親身簽署等方式，
聯署支持政府的修例，期待這項旨在完善法
制、彰顯公義的法例修訂能夠如期通過，避
免香港淪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責任之地。截
至4月25日晚上8時，已經有超過10萬市
民參加聯署，顯示支持修例已經成為香港社
會的主流民意。

政府此次提出修例，是為了處理涉嫌去年
在台灣殺害其女友的港人陳同佳案，其涉及
的另一宗洗黑錢案將本月29日判刑，若他
被判囚少於一年，扣除被還押的時間，就有
可能即時獲釋，從而有機會逃避法律對其涉
嫌殺人罪行的追究。但從目前情況看，立法
會有可能趕不及處理《逃犯條例》修訂，令
公義不能彰顯。對此，有部分立法會議員提
出在修例中加入「日落條款」，只是處理單
一個案，用所謂「特事特辦」的方式，把陳
同佳移交台灣。但是，由於嚴重罪案每天都
有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發生，如果每次都要
立法會以日落條款的方式來處理，每次修
例都只處理單一個案的話，恐怕立法會將
不勝其煩，也沒有更多時間去處理關乎社
會民生的其他重大事項了。而且，這樣做
也無助於堵塞現時法律制度的漏洞，難以
確保香港不會成為犯罪分子逃避法律責任
之地。因此，用日落條款的方式處理此次
修例，是不切合實際的建議，不但政府難
以接受，而且，大多數市民在了解其來龍
去脈之後，也不認同這種「頭痛醫頭，脚
痛醫脚」的做法。
修例的目的應該是改善制度，令到香港有

足夠的法律基礎，處理有關逃犯移交事宜。
據了解，台灣方面已經就上述案件，向疑犯
發出通緝書，也向香港提出了請求，港台雙
方正利用「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及
「台港經濟文化策進會」的平台，進行溝通
協商。香港特區政府希望在互相尊重，只談
個案的原則下，盡快為處理台灣方面的請求
做好準備，一旦有關條例修訂通過之後，就
可以有法律依據，與台灣方面落實以個案方
式，展開移交涉嫌殺人案相關人士的合作。

法網恢恢，應該是疏而不漏。許多參與聯
署的市民都表示，期待立法會議員把握時
間，盡快審議通過有關修訂，令漏洞得以堵
塞，法制得到健全，犯罪者能夠受到法律應
有的制裁。

黃英豪 律師 「萬衆同聲
撐修例公義組」召集人

日前《大公報》刊登「佔惡不赦」特刊，
將2014年引發「佔中」的真相一覽無遺地
全數報道出來，可謂觸目驚心，唔講唔知
道，一講真是嚇人一大跳。此乃一場早有預
謀的，香港反對派與外國勢力精心策劃的一
場顏色革命，目的就是破壞香港，奪取特區
政府管治權、摧毀「一國兩制」。

違法「佔中」長達79天，令香港損失慘
重，經濟損失數以千億計。這些損失是有形
的，但無形的損失更甚。尤其對法治的衝
擊，對青少年的荼毒、遺毒，更難以估量。
更甚者，其對特區政府管治權的衝擊，對
「一國兩制」的破壞，以及後來產生的「港
獨」思潮，更是罪不可赦。

反對派及其39名搞手發起「佔中」，並
不是他們一時興起的「即興」行為，而是密
謀已久，有計劃有組織有部署有目的的。他
們在「佔中」之前的年多來就進行一系列部
署，秘密練兵，勾結「台獨」，要求美國插
手，勾結FCC（外國記者會），特訓骨幹等
等「佔前」準備工作，在2014年底認為時
機成熟才發難。由此可見，他們打出爭取真
普選只是欺騙市民的謊言。以「佔中」破壞
社會秩序及法治，以亂取權，進行一場顏色
革命，才是反對派及其39名搞手的最終目
的。所有這些，一樁樁一件件都有證有據，
鐵證如山，不容抵賴。如發起「佔中」第一
大搞手戴耀廷，在「佔中」後三年，就親身
到台灣參與「五獨」論壇，公然宣揚「香港
獨立」、「獨立建國」的言論。此等行為，
若在港英管治時代，他早就被拘控甚至遞解
出境，其罪名就是鼓吹分裂，衝擊及危害政
府管治地位。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鐵一般
事實。若是上了年紀的市民都有深刻印象，
在上世紀50至70年代，港英政府往往憑一
條「危害政府管治地位」的法例，不經法院
審訊就可將一些「疑犯」驅逐出境。如香港
華人革新協會主席莫應溎（歌星莫華倫祖
父）就是屬這種「疑犯」而被港英當局無理
及不經審訊驅逐出境的。在當時估計約有
30多至50人因此而被遞解出境。
戴妖稱，他去台灣發表香港「獨立建國」

是一種言論自由云云。若是在港英管治時
代，他也早已被送入西環摩星嶺集中營囚禁
甚至被驅逐出境。在50年代《大公報》曾
轉發《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結果就被港英
當局控以「刊印一頁煽動性的文字」為由判
罰停刊。當年《大公報》轉載一篇社論與時
下戴妖公然鼓吹「港獨」搞分裂言論，危害
政府管治究竟孰重孰輕，不言而喻。既然回
歸後香港仍有不少法例原封不動，究竟一條
「破壞社會秩序，危害政府管治地位」的法
例還有沒有效。若有，特區政府可不可以蕭
規曹隨，照辦煮碗？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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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逃犯條例》修訂建議
政府建議修訂《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後，我在不同場合多次解

釋建議的目的及安排，但部分人士仍然對修訂有些不了解，我希望藉此針對特定的問題再

作解釋。

李家超 保安局局長

《逃犯條例》符合國際標準
移交逃犯是國際共同打擊有組織及跨境犯罪的共

識，以減少罪惡威脅，聯合國更透過決議案，制訂
了範本，讓各司法管轄區參考，以簽訂長期協定，
確保逃犯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亦保障其人權和法
律權利。現行《逃犯條例》的內容，已參考了這範
本，符合人權和法律程序的通行做法。

移除條例的地理限制
上述兩條條例均訂明地理限制，不適用於內地、

澳門和台灣，因此我們沒有法律基礎去處理有關台
灣殺人案司法互助及移交逃犯的要求，所以必須就
這地理限制作出修訂。
這地理限制在回歸前的《逃犯條例》中已存在，

回歸前政府將其本地化，令香港回歸後有法例與其
他地方磋商移交安排，但沒有改變這地理限制，當
時亦說明回歸後就內地移交逃犯安排，很可能另立
新例，因此這地理限制存在至今。這不是刻意不同
意與內地設立移交逃犯的安排，事實上，立法會在
回歸後亦要求特區政府和內地商討有關協議，這方
面的商討仍在進行，有結果後，特區會作諮詢，並

在立法會討論審議。

現行條例中的個案移交條文不切實可行
現行《逃犯條例》容許香港和未

有簽訂長期協定的司法管轄
區，以個案方式移交逃

犯，但所訂下方

法，不切實可行，因此回歸後21年多，個案式移
交一次也未做過；而香港目前連同台灣殺人案共有
五宗涉及港人（受害或嫌疑人）的個案因而未能處
理。不切實可行的理由，是因為現有條文要求個案
移交安排，須藉附屬法例刊登憲報，並在立法會討
論，無論在時間及保密需要上都不切實際。即使將
逃犯的資料隱蔽，基於案情的獨特性，立法會公開
審議時會驚動逃犯，繼而潛逃。再加上在立法會的
審議期內（由28至49日不等），我們不能夠採取
行動，包括臨時拘捕。在這段期間，政府沒有權力
阻止逃犯離開香港。

建議非專為某一地方而設
建議中的個案移交方法是一個補充措施，讓香港

可和未有簽訂長期協定的司法管轄區，在有需要
時，可有效地處理移交要求。香港現在只是與20
個司法管轄區簽訂了長期協定，過去因沒有長期協
定而拒絕了要求的個案有8宗。
反對人士把修訂建議定性為「中港移交安排」是

不正確的描述，建議的個案移交安排，事實是針對
任何和香港未簽訂長期協定的司法管轄區，非專為
內地而設。
建議由行政長官簽發證明書去啟動法律程序，是

仿傚了英國和加拿大由內務大臣／外交部長發出證
明書的同樣做法。

修例與新聞言論學術出版無關
修例主要針對犯了嚴重罪行的逃犯，絕不影響香

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也不涉及學術及出版等行
為，所有這方面的自由和權利，完全受到基本法和

香港法律充分保障。涉及移交的罪類在《逃犯條
例》中已嚴格訂明，當中與新聞、言論、學術、出
版等方面的行為完全無關。特區政府一向十分尊重
傳媒的採訪工作。

只處理台灣殺人案漏洞繼續存在
嚴重罪案每天在不同地方發生，只是何時、何

地、誰是受害人。修例目的除了要使台灣殺人案疑
犯面對應有的法律制裁外，同時是要堵塞現在制度
上的漏洞，在有嚴重罪行需要處理時，可以和未與
香港訂立長期協定的任何司法管轄區進行個案方式
的移交安排。
如以日落條款方式處理政府修例建議，便每次再

重複現在的審議及立法程序，這樣會對拘捕行動造
成很大影響及延誤，不符合移交逃犯必須要迅速及
保密處理的條件。大家從最近有關法案委員會用了
兩個小時仍未能選出主席的情況，可以體會到這方
法是否能達到所需的效能，因此每次展開法律程序
只處理單一個案，是不切實際。

台灣殺人案
就台灣殺人案，台方已向疑犯發出通緝書，也向香

港提出要求。港台雙方正利用「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
進會」及「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的平台進
行溝通，港方會以尊重、務實和只談個案的
原則，希望雙方先做好準備工作，待
《條例草案》通過後，香港有了法
律基礎，便可與台方盡快落
實司法協助及移送疑
犯的安排。

「佔中」9犯各自所獲的判刑已宣
佈，戴耀廷等人被判最多16個月刑

期，4人需即時入獄。讓「佔中」禍首受到法律的
制裁，是維護本港法治和公民權利的必要之舉，有
利撥亂反正，明辨是非，弘揚正氣。反對派還在借
「佔中」禍首的判刑做「政治騷」、打悲情牌，把
「佔中」9犯美化為「民主鬥士」，操弄「煽惑」把
戲，企圖繼續分化社會、激化矛盾，特別是進一步
誤導年輕人步9犯後塵，在「公民抗命、違法達義」
的歧途執迷不悟，給香港埋下無窮後患。這一點，
港人一定要看清楚，絕不能讓「佔中」死灰復燃。
「佔中」對香港造成的巨大傷害罄竹難書。但

是，「佔中」禍首從不認錯、不認罪，反而指責
受檢控、被定罪是「政治打壓」。唯有通過法律
來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作出定論。正如此案的法官
判刑時指出，各被告都表示不感後悔，但他們是
否後悔，與他們的政治訴求無關，事件確令公眾
受影響，公眾有權獲得道歉，但他們至今從未收
到。香港是法治社會，司法獨立無庸置疑，法庭
對「佔中」禍首的判決，是以法律手段向公眾作
出交代，顯示「公民抗命」的政治理由不能凌駕

法律之上，香港更沒有所謂「政治犯」。

判決是以法律手段向公眾交代
其實，「佔中」禍首對「佔中」的違法亂港性質和

後果心知肚明。當初煽動年輕人參與「佔中」時，戴
耀廷曾講過，「就算坐牢，都只是一兩個星期，當
是生活體驗」；此次「佔中」案審理期間，他還表
示，「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因此，判戴耀
廷等人入獄，是為他們自己所鼓吹的「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埋單」而已。按照反對派的邏
輯，坐牢是「公民抗命」的重要手段。但令人費解
的是，反對派的支持者卻聲淚俱下，神情凝重，好
像窮途末路一樣。其中一個避過入獄的「佔中」禍
首強調，沒有人想承受牢獄之災，指入獄並非光
榮，亦非享受之事。這或許道出了「佔中」禍首的
「心底話」：他們只想享受「民主鬥士」的光環，
絕對不想承擔「公民抗命」所必需承受的牢獄之災!

「政治打壓」論顛倒是非迷惑公眾
「佔中」禍首中有法律學者、宗教人士，但他們

出爾反爾，漠視法治和社會道德，從一開始就暴露

無遺。「佔中」的口號是「愛與和平」，但帶來79
天無法無天的霸佔道路、堵塞交通，引發多次大規
模的街頭暴力抗爭，完全玷污了「愛與和平」，卻
欺騙了不少頭腦發熱的年輕人迷信「公民抗命」的
謬論，並因此付出沉重代價；如今，「佔中」禍首
獲刑，本來就是罪有應得的事，彰顯香港還有法治
公義，社會核心價值的底線仍然能夠持守，反對派
大肆炒作，把罪犯塑造成英雄，目的很簡單，還是
要顛倒是非，刺激支持者反政府、抗法治的情緒。

「佔中」禍首的判刑，是否有足夠的阻嚇力，社
會上有不同意見，特別是與「佔中」期間因維護法
治而獲刑的警察相比，公眾的疑惑更大；「佔中」
禍首中，個別最年輕的被告僅被判社會服務令，更
令人擔心，會否由此造成誤解，年輕將成為躲避法
律懲罰的「護身符」?年輕人是社會的未來，香港
不會用嚴刑峻法來打壓年輕人爭取民主自由的合理
訴求，但年輕人也須明白，依法辦事是最起碼、最
重要的社會原則，「公民抗命、違法達義」不可能
給香港帶來民主自由普選，不尊重法治，香港一定
「無運行」，年輕人也要賠上個人前途。「佔中」
的教訓太深刻，一定不能重演。

借「佔中」判刑演「政治騷」美化禍首埋後患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常務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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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於
2019年4月26至27日在中國北京舉辦，本屆論壇
的主題為「共建『一帶一路』，開創美好未來」，
據悉至今已有包括近40位外方領導人在內的上百
個國家代表確認與會。
「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共涉及65個沿線國家和地
區。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到訪哈薩克斯坦，提
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同年10月，習主席
訪問印度尼西亞，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一帶
一路」正式上升為國家戰略。

近六年來，「一帶一路」倡議高瞻遠矚，深得人
心。「一帶一路」倡議堅持「三共」原則，即「共
商，共建，共享」；追求「四互」願景，即「互
聯，互通，互學，互鑑」；致力於推動「五通」，
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
民心相通」；目標是建成「六路」，即「和平之
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綠色之路，創新之路，
文明之路」。如今，「一帶一路」倡議的相關合作
理念和主張，已被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
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普遍認可和廣泛採納。

近六年來，「一帶一路」倡議得道多助，高朋滿
座。迄今為止，已有1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
方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亞洲基礎設施投
資銀行的成員總數已達93個，遍佈世界各大洲。
今年3月，意大利正式加入「一帶一路」倡議，可
謂是里程碑式的大事件，不僅因為意大利是首個來
自七國集團（G7）的西方發達國家，更重要的是，
古羅馬就是古代絲綢之路的終點。如今西安（古長
安）和羅馬再次攜手，再現絲綢之路的輝煌歷史似
乎指日可待。
近六年來，「一帶一路」倡議發展迅猛，成果豐

碩。至今，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物貿
易額累計超過6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超過800
億美元，其中同沿線國家共建的82個境外合作園
區，就給當地創造了20多億美元的稅收以及近30
萬個就業崗位。近年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雙向旅遊和留學人數均在穩步持續增長中。最
新國際權威研究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將使全球
貿易成本降低1.1％-2.2％，還有望促進2019年全
球經濟增速至少提高0.1％。
展望未來，「一帶一路」倡議潛力無限，前景光

明。「六廊六路多國多港」大格局的穩步實現，將
打造出更多和平，繁榮，多贏的國際經濟合作走廊
和更加通暢、安全、高效的國際運輸大通道。屆
時，「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人、財、物」將實
現更加安全，有序，高效的互聯互通，實現真正的

休戚與共，互利共贏，以邁向更加堅實的人類命運
共同體。同時，「中國製造」將更加暢銷四海，
「中國建造」將更加震撼五洲，「中國創造」將更
加驚艷全球。總之，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方
案」必將進一步造福全世界。

「一帶一路」倡議堪稱是一個史詩級的宏大構
想，六年僅僅是個開端，未來要走的路還很長，
而且也注定不會一路平坦，需要參與各方繼續
「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就是大家共商的最佳平台，2017年的首
屆論壇就催生了279項實實在在的成果。我們相
信今年的高峰論壇將會更加成功，並推動「一帶
一路」國際合作進一步提質增效，走深走實，行
穩致遠。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的中國籍獨立時評作家）

「一帶一路」邁上新征程
孫喜

■「一帶一
路」為香港
提供發展機
遇。圖為特
首林鄭月娥
25日在北京
出席「一帶
一路」國際
合作高峰論
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