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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市民對法律的不熟悉，反對派就乘機危言聳聽，聲言所有香港市民都會受到逃犯
條例修訂的影響。保安局昨晚在「政府新聞網」上載懶人包及短片，逐一解答包括為何
要修例、條例如何確保當事人的法律權利、「政治犯」會否被移交，修例後會否影響香
港目前與其他國家及地區簽訂的長期協議，及反對派提出的所謂「日落條款」是否可行
等，以釋除公眾疑慮。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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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不可擋！由不同界別人
士成立的「萬人同聲撐修例公義
組」所發起的「護港安全撐修例
大聯署」活動，參加網上聯署人
數截至昨晚11時已達103,616
人。

借「佔」反修例 美助反對派谷遊行
鴿黨赴美領館演雙簧 政界批損法治籲警惕

香港反對派明日將舉行反修改逃犯條例
遊行。由於主流民意都支持修例，他

們就「佔中」九犯判刑煽動支持者延續九
人「抗命」的精神。英美政府亦在「佔
中」九犯案判刑後，即通過駐港總領事發
表聲明，稱「擔心」是次判刑將「扼
殺」、「阻嚇」港人未來行使參與和平示
威的自由。
在「佔中」九犯案判刑翌日，民主黨前

主席劉慧卿就以民主黨國際事務委員會主
席的身份，夥同該黨3名立法會議員林卓
廷、尹兆堅和黃碧雲，以及該黨副主席羅
健熙等，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與美國駐
港總領事唐偉康（Kurt Tong）會面。
劉慧卿其後稱，該黨向唐偉康表達了港

人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受損」的
憂慮，包括「多個界別者」對修例的擔
心，而「佔中」九犯案中有4人被判入
獄，會「出現寒蟬效應」云云。
在香港民主黨「告狀」後，美國國務院

在當地時間25日發表聲明，稱對「佔中」
九犯案的判決「失望」，其後更稱美國和
其合作夥伴會「密切監察」香港修訂逃犯
條例，並引述美國國務院2018年的「中國
人權報告」中稱，中國的法律制度「侵犯
人權」。
聲明續稱，在逃犯條例修訂後，將允許

香港特區政府應「北京」的要求，轉移逃
犯到中國內地，又威脅稱「一國兩制」持
續「被侵蝕」，將令香港特殊的國際地位
「陷入危機」。

林健鋒指外力無權干港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指

出，無論「佔中」九犯的判刑，以及逃犯條
例的修訂，都是香港的事務，外國勢力無權
對香港事務指指點點。美國國務院是次將兩
者相提並論，明顯是要和香港反對派裡應外
合，為香港反對派明日的反修例遊行造勢，
市民應當警惕。

葛珮帆促勿無理阻修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佔

中」九犯因違法而接受法律制裁是理所當
然的，美國國務院高調發表聲明，將之與
逃犯條例修訂「拉埋嚟講」，明顯是為香
港反對派明日發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遊
行造勢。
她強調，特區政府是次修訂逃犯條例，

目的為堵塞香港目前法律漏洞，保障香港
市民福祉，以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是有必要的，反對派不應為政治利益夥同
外國勢力無理阻撓。

姚思榮斥陰招針對中國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批評，美國國

務院是次是借「佔中」九犯，以及特區政
府修訂逃犯條例，與香港反對派裡應外
合，不擇手段地拖中國的後腿，有極強烈
的政治目的。

王庭聰批借「佔」混淆視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主席

王庭聰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法律面前
應該人人平等，且「佔中」九犯案是香港
的事務，絕對不允許、也輪不到外國的介
入和干涉。部分別有用心者刻意將「佔
中」九犯案與逃犯條例修訂一事拉上關
係，是在混淆視聽、企圖為香港反對派明
日舉行的遊行造勢。

顏汶羽：修例助堵漏洞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出，香港法院就

「佔中」九犯案的判刑，彰顯了香港的法治
精神，是合法、合理的，美國國務院借「佔
中」九犯案一事企圖阻撓逃犯條例的修訂，
是錯誤的舉動。特區政府的修例建議，是為
了堵塞現行法例上的漏洞，建議中有各項保
障人權的措施，絕非如美國國務院所稱的，特
區政府可以任意將港人移交內地有關部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派與外國勢力裡應外合，通

過種種手段阻撓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在「佔中」九犯日前被法院判

刑後，反對派即借九犯催谷明日（周日）舉行的反修例遊行。美國國務

院前日在評論九犯判刑時的聲明中，就借題發揮稱該國「關注」香港修

訂逃犯條例容許把疑犯移送到「侵犯人權情況普遍」的中國內地。多名

政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英美等將九犯判刑一事與

逃犯條例的修訂混為一談，目的只為配合香港反對派明日舉行的遊行，

圖謀阻撓公義的彰顯，是在破壞香港的法治以至「一國兩制」，香港市

民應當警惕。

在反對派明日的反逃犯條
例修訂遊行前夕，銅鑼灣書
店前店長林榮基前日突然赴
台，聲稱為保安全，自己要
「流亡」到台灣「開展新生

活」，更呼籲反對派的支持者參加明日反
對派的遊行。有人質疑林榮基是在施「叫
人衝，自己鬆」的慣伎，更多人認為，條
例修訂距立法會通過「十劃未有一撇」，
林榮基突然咁早「流亡」，完全是為了催
谷遊行。
因在內地違法經營書籍銷售、聲稱逃犯

條例修訂通過後將「無法不離港」的林榮
基，前日「流亡」台灣。他聲稱，逃犯條
例修訂一旦通過，他可能會被移交內地，
而法院對「佔中」九犯的判決「已令人無
法對香港的政治及司法制度有信心」，自
己決定到台灣定居，開展「新生活」，包
括考慮重開書店和辦座談會等，又呼籲支
持者明日參加反對派的遊行，「好好保護
香港」，不要再「食花生」或「詐瞓」。
台灣陸委會發言人邱垂正昨日稱，林榮

基此行到台申請事由是與友人商談工作問
題，政府已核准一個月在台停留時間。林
榮基未來若要申請工作證或長期居留，可
依照「香港澳門居民進入台灣地區及居留
定居許可辦法」提出申請，政府會「依照
既有機制處理」。
網民「Wimg Wong」一語道破：「肥佬黎

宣傳伎倆，想引
班港豬星期日出
黎 （ 嚟 ） 晒
馬。」「Wingy-
in Cheng」亦批
評林榮基危言聳
聽：「成班蛇鼠
一窩，之前咪又
話（廣深港）高鐵（西九站『一地兩檢』安排
後，內地警察）行過嚟又可以捉人喇，開左
（咗）咁耐有冇丫（吖），係D（啲）白痴先
信之嘛！」
「研渡信」揶揄：「你走做乜唔叫埋我

地（哋）一齊？仲諗住星期日見到你，依
（）家我好down（失落），決定唔去遊
行了。」「馬國強」則批評：「自己跑到
台灣才說要香港人守護香港民主，有種你
就別跑，留在香港同我啲（哋）同甘共苦
啦。」「Alex Lau」就笑仿林榮基語：
「你地（哋）衝啦，我走先！」
「Sheung Hin Lam」就質疑：「林榮基

你真走還是假走呀？走去台灣暫避風頭與
『台獨』密謀大計後再返香港搞嘢呀？」
「Petermy Peter」則「溫馨提示」：「有冇提醒
佢去到台灣小心講話，唔好好似係（喺）香港
咁口沒遮攔、噏得就噏，讚美民進黨嘅說話
不妨講多啲，批評就唔好制，唔係民進黨指
揮NCC告你發佈假新聞，到時你監都有得
坐，仲要罰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林榮基稱着草台灣 以退為進催上街

■林榮基前日鬼祟離港赴
台。 毛孟靜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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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反對派
議員拉布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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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會議浪費兩小時仍未選出主席。民建聯
副主席、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昨日在立法會內
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考慮到首次會議的情
況，他對下周舉行的第二次會議能否選出主
席存疑，認為內會有必要考慮一旦屆時仍未
能選出主席時，內會應如何跟進及處理。內
會主席李慧琼表示，內會可安排按委員會認
為適當的其他方式研究該法案。

陳克勤在昨日的內會上指出，有關的條
例法案委員會在首次會議中浪費了兩個小
時也未能選出主席，是史無前例的，亦令
人懷疑下星期舉行的第二次會議能否選出
主席，故內會有必要考慮一旦屆時仍然未
能選出主席時，可以如何跟進及處理。
在陳克勤表達了意見後，「議會陣線」議

員毛孟靜即發難，聲言：「選不到主席究竟
犯了什麼天條？」她又稱，陳克勤是否拿着
水晶球，可以預測到下次會議一定不能成功
選出主席。民主黨議員林卓廷就稱，陳克勤

「嚴重干預」法案委員會的運作，又此地無
銀地稱：「你（陳）有冇具體嘅理據，指稱
涂謹申主席係違反咗咩議事規則呢？」

李慧琼：內會可決定處理方法
李慧琼表示，根據《議事規則》第七十

五條（4），內務委員會對法案委員會有一
定的權力，包括可安排按委員會認為適當
的其他方式研究該法案，但只表示十分希
望下次法案委員會可選出主席。
就建制派未有在昨日內會上解決法案委員

會主席選舉的問題，有建制派議員透露，他
們今次是要先向反對派作出警示，倘反對派
在下周二會議玩嘢，他們就會有所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
派與「台獨」組織合謀，將為填補香港法
律漏洞、彰顯公義的逃犯條例修訂，指稱
為「侵犯台灣『主權』」，以政治手段阻
撓修例。不過，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陳文
敏昨日就稱，是特區政府將修例「提升至
國家層面」，才令台灣「卻步」。多位法
律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在訂立法例時
須遵守「一國兩制」的大原則，但陳文敏
無視香港反對派夥同「台獨」分子將修例
政治化，將責任推向特區政府，是在歪曲
事實，暗撐「台獨」。
陳文敏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聲稱，台

灣當局想處理引發修例的台灣殺人案，但
特區政府提出修例，將事件「帶到國家層
面，也令事件變得政治化」，「如特區政
府有心想解決問題，就唔會係咁做。」

梁美芬斥挑撥離間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經民聯立法

會議員梁美芬指出，為了維護社會安定、人
民的財產安全和彰顯公義，台灣和大陸早有
移交罪犯的安排，在運作上亦相當順暢，相
信身為法律學者的陳文敏應該知道。現在，
特區政府為解決台灣殺人案，正與台灣的執
法部門冷靜地商討，但就有別有用心者將問
題政治化，挑撥離間，阻撓修例。

張國鈞批政治行先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律師張國鈞認為，

身為法律學者，陳文敏不可能看不到香港
法律存在的缺口，正被海外逃犯利用，對
香港保安構成風險；身為法律學者，陳文
敏理應協助完善相關法例，不應因個人的
政治立場而影響到對法律的看法。
他強調，現在是香港特區修訂本地法律，

理所當然必須遵守「一國兩制」的大原則，
到完成修例後，特區政府才有法律基礎與台
灣當局討論移交逃犯的問題，並不存在反對
派聲稱的，所謂將內地法律延伸到台灣一
事。

傅健慈斥誤導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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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出，特區政府是次修例，是為了和那些仍未
跟香港特區簽訂司法協助和移交協議的司法
管轄區提供移交罪犯的法律基礎，以打擊跨
國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經濟和法治。
他批評，是次發生政治爭議，明明是因

為香港反對派夥同「台獨」分子和外國勢
力合謀干預香港事務，並借機抹黑內地，
陳文敏卻試圖卸責特區政府、誤導廣大市
民，是罔顧事實和公義，應予以譴責。

葉俊遠批靠攏「台獨」
民建聯司法及法律事務副發言人、律師

葉俊遠直言，逃犯條例的漏洞存在達20
年，需要堵塞以徹底解決問題，但包括陳
文敏在內的整個反對派陣營，就企圖要迫
使特區政府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政治
實體」，是在變相撐「台獨」。

陳文敏盲阻修例 法律界批暗撐「台獨」

建制擬研備案阻拉布

十 萬 聯 署 撐 修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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