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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少女在台灣被殺案發生後，特區政
府尋求修訂《逃犯條例》，把條例適用範
圍擴展至內地、澳門和台灣等。鑑於兩岸
四地交流日益頻繁，因此建立有效的移交
逃犯機制，完善跨境司法正義，實屬理所
當然。
自保安局提出修例建議以來，有人借機

煽動民情，把修例形容為「送中條例」、
「法治淪陷」、「拉人返大陸」，指政府
要完成《逃犯條例》修訂，不止是要對付
香港人，而是要對付全部在香港人士，所
有人隨時被引渡回內地受審，每一個來香
港的人都有危險，香港不再是國際城市云
云。這些炒作民粹、恐嚇市民的說法，企
圖激起民粹極端主義，為近年逐步降溫的
兩地矛盾煽風點火。
修例是為了體現社會公義，避免香港成

為「逃犯天堂」，既是堵塞法律漏洞的應
有之義，也是「國際慣例」，實在是無可
厚非。《逃犯條例》只針對逃犯，香港作
為世界聞名的法治社會，絕大多數港人奉
公守法，怎可能說「人人是逃犯」？這不
僅是對全港700萬市民的侮辱，亦是對香
港法治的侮辱。

《逃犯條例》具有多重保障，首先，修
例不存在移交政治罪犯，引渡只能用於嚴
重罪行，這些嚴重罪行有明確定義，不會
影響言論採訪等自由；第二，即使控罪沒
有顯示任何政治因素，但因為種族、宗
教、國籍或政見的檢控，也不能處理；第
三，修例確保特區行政、法院雙重把關；
第四，所移交的逃犯必須兩地同時刑事犯
罪的，才能移交；第五，疑犯不能引渡至
第三方地區或國家，例如疑犯被引渡至澳
門的話，澳門就不能將疑犯引渡到內地。
第六，死刑不會引渡。

香港目前與20個司法管轄區簽訂了移
交逃犯協定，包括美國、法國、韓國等國
家，在國際法治指數排名都比香港排名為
低。香港能與其他國家簽訂逃犯移交和司
法互助的安排，卻不能向自己國家的其他
地區移交逃犯，這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司
法管轄區都是不可想像的，是香港司法制
度中明顯的漏洞，應該盡快彌補。

周厚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修訂《逃犯條例》的目
的，是要完善香港法治，提

高營商聲譽，有利與有移交協議的國家和地
區的交往，促進更多經貿活動。民主黨創
黨主席李柱銘日前在美國一再借修例唱衰
香港，以陰謀論附和美國詆毀香港將失去
國際城市優勢。這些抹黑言論不僅無視修
例完善法治、不讓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的重要意義，更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製造障
礙，嚇走外商，倒香港米，令人憤慨。旅
港百萬上海人支持立法會議員為香港繁榮
穩定，盡快審議並通過修例，讓人人在香
港安心投資營商，促進經濟更好發展。
李柱銘繼續其率團到美加就修例唱衰香港

之行，日前在亞洲協會紐約總部舉辦座談
會，聲稱修例傷害香港人及所有外國人利益
和旅遊安全，令香港失去國際城市優勢云
云，極力唱衰香港；又附和美國國會轄下美
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日前公佈的報告，
擔心修例影響美國實際利益，其赤裸裸服
務美國的賣港行為，令港人心寒齒冷。
法治是維護經濟的重要保障，沒有一個

國家和地區可以只講經濟不講法治，中國
正以事實說明經濟和依法治國的重要關
係：我國經濟總量已屬全球第二位。改革
開放以來讓世界刮目相看的經濟成就，多
年依法治國正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這體現
在國家法制不斷完善，市場體制受到保
護，違法行為受到追究，人人公平營商，
社會保持穩定。李柱銘以有色眼鏡看待內
地法制建設，盡以脫離實際的言論向外國
提出貶低國家法治水平、攻擊修例的陰謀
論倒香港米，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製造障
礙，對國家對香港都極不公允，令人憤
慨！
為更好地以法律保護香港繁榮穩定，更

好地發揮市民的生產力，特區政府提出修
訂《逃犯條例》，以堵塞現有法律漏洞，
不讓香港淪為「逃犯天堂」，正是國家依
法治國的應有之義。修例可以完善香港法
制，避免嚴重罪犯匿藏社會，威脅公眾安
全，維護社會公平公正，最終能夠提高香
港營商聲譽，有利與有移交協議的國家和
地區的交往，促進更多經貿活動。李柱銘
以為《逃犯條例》修訂會嚇走外商，都是
模糊視線的危言聳聽，真正嚇走外商的，
正是日日煽動恐懼、抹黑內地、以歪理妖
魔化修例的反對派。
世界在進步，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不

斷地得到完善。我們旅居香港的百萬上海
人的先輩，在香港法治社會的保障下艱苦
創業，努力營商，族群亦不斷發展壯大。
今天，為配合國家新時代的發展，香港更
須完善法律，維護良好營商環境，旅港百
萬上海人支持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
例》，呼籲立法會議員為香港繁榮穩定，
盡快審議並通過修例，讓香港處理逃犯有
法可依，人人安心投資營商，促進經濟更
好發展。

單志明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滬
港校友聯合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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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犯法何懼修例 「逃犯天堂」於港何益？
反對派將修訂說成是針對市民，更稱修例令「香港市民人人自危」，明顯惡意誤導，製造恐

慌，騎劫全港700萬人。如果任由反對派扼殺修例，不僅涉及台灣殺女友案的疑犯會逍遙法外，

更會令香港變成「逃犯天堂」，成為大批罪犯的藏身之地，對香港的治安以及市民的安全構成威

脅。香港市民應該質問反對派：我不犯法，何懼修例？為何要讓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高敬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根據《逃犯條例》的修訂內容，修
例針對的絕不是奉公守法的市民，而
是犯了嚴重罪行的罪犯。唯有干犯修
訂中所列的嚴重罪行人士，才會啟動
有關引渡程序。這不僅不會對廣大市
民造成影響，反而是保障守法的市

民。修例正是維護香港社會治安和法治的重要舉
措。

反對派製造恐慌令市民人人自危
修例條文清楚訂明「三不交」：死刑犯不交、政治

犯不交、在本港不屬犯罪者不交，香港市民的言論、
宗教、結社、集會自由與修例範圍全不相干。而且，
修例後，現有法例中所有人權和程序的保障全部保
留，這些保障參考了聯合國引渡示範條例的安排，

符合國際標準，不存在不公平的引渡問題；在
整個引渡程序中，最終須由香港法院把

關。這些嚴格的限制措施，反映特區
政府對保障犯人人權的重視。

反對派將修訂說成是針
對市民，更稱修例

令「香港市
民

人人自危」，明顯惡意誤導，製造恐慌，騎劫全港
700萬人。相反，如果任由反對派扼殺修例，不僅
涉及台灣殺女友案的疑犯會逍遙法外，更會讓那些
罪犯繼續利用現時兩地沒有逃犯移交的法律漏洞，
逃避刑責，令香港變成「逃犯天堂」，成為大批罪
犯的藏身之地，對香港的治安以及市民的安全構成
威脅。這絕不是香港市民所願意見到的。香港市民
應該質問反對派：我不犯法，何懼修例？為何要讓
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反對派以敵視態度否定內地法制
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不會容忍逃犯逍遙法外。在

「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與內地之間移交逃犯，
更非碰不得或無法解決的問題，兩地法制上的差異
不構成不可以進行移交的理據。反對派政客一直將
修訂政治化，不僅作出種種捕風捉影的抹黑攻擊，
更與美國和「台獨」分子等外部勢力一唱一和，企
圖製造另一件反二十三條事件。
全國公安工作會議日前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

記在會議上強調，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思想，讓人民群眾在每一起案件辦理、每一件事情
處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決心和要求。這些講
話，傳遞出國家推進司法建設，堅持公正執法，建

設平安中國的決心和要求。然而，反

對派人士始終戴着有色眼鏡看內地的司法建設，香
港回歸已22年，仍然採取敵視否定的態度，對內地
法制以至整個制度橫加指摘，無視內地的發展進
步。其實，只要能以法論法，不戴有色眼鏡，就可
以看到內地司法建設所取得的進步和成績，反對派
就修訂《逃犯條例》對內地司法的攻擊和抹黑就會
不攻自破。

修例具有緊迫性市民支持建制派盡責
按照立法會內會指引，經民聯石禮謙已取代民主

黨涂謹申，今日將主持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
會會議選舉主席程序。為拉死修例，反對派議員聲
稱將以「佔領」會議室方式繼續阻撓正常審議，其
外圍組織更聲言要發動支持者「包圍立法會」。目
前離今個立法年度結束尚餘兩個多月，台灣殺害女
友案疑犯就洗黑錢罪被判囚29個月，估計最快
今年10月獲釋，完成修例具有緊迫性。廣
大市民應該向反對派騎劫公眾、癱瘓議
會的行為說不，全力支持建制派
依時完成《逃犯條例》修
訂。

2019年5月10日，美國已將2,000億美元中國輸
美商品的關稅從10%上調至25%。中國對此深表遺
憾，表示將不得不採取必要的反制措施。與此同
時，第11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正在進行中，中方
希望美方與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通過合作和
協商辦法解決存在的問題。
中美貿易戰若升級有何影響，特別是會否對中國

造成難以承受的衝擊，不妨看看幾個數字。
1,995億元人民幣、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採購商，

這是剛剛閉幕的第125屆廣交會累計出口成交額和
採購商數量。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國的參展企業創
新升級步伐提速，高技術、高品質、高附加值的產
品，在本屆廣交會倍受歡迎。這說明即使全球經濟
形勢不穩定，中國出口貿易勢頭依舊強勁。
從進出口總量上看，中國進出口總值平穩增長。

2019年前4月，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達9.51萬
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4.3%。
中國進出口貿易更實現高質量發展。2019年前4

月，高附加值出口商品持續增加。其中，機電產品
出口2.97萬億元人民幣，增長4.5%，佔出口總值

的58.6%；民營企業進出口3.9萬億元人民幣，增
長11%，佔外貿總值的41%，比去年同期提升2.5
個百分點。
從WTO數據來看，中國在2018年佔全球出口、

進口的份額分別為12.8%、10.8%，成為全球貿易
的「穩定器」。
貿易夥伴多元化也成為中國發展的新動能。2019

年前4月，中國對歐盟、東盟和日本等傳統市場的
進出口均實現增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合計進
出口2.73萬億元人民幣，增長9.1%，佔中國外貿
總值的28.7%。
2018年，中國出台一系列減稅降費、優化營商環

境的措施，貿易便利化水平顯著提升。2018年，世
界銀行將中國營商環境排名上調了32位。中國主動
降低藥品、汽車及其零部件、日用消費品等商品的
進口關稅，有效促進了進口增長。
一句話，中美貿易戰升級，不會動搖中國進出口

平穩的形勢。
更重要的是，中國有龐大的內需市場，這是中國

經濟穩定高質增長的保障。2018年，中國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38萬億元人民幣，增長9%，最終消費
支出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76.2%，較前一年上升
18.6個百分點。伴隨着全球數量最龐大的中等收入
群體快速崛起，迅速增長的國內市場為中國經濟可
持續增長提供充足動力。
近日，美國麥肯錫全球研究所所長喬納森·韋策爾

和高級研究員成政珉的文章指出，儘管中美貿易摩擦
引發一片喧囂，但貿易只是中國經濟的一小部分。中
國正在轉向由國內消費驅動增長，中國和世界進一步
加深彼此間的融合可以帶來巨大的好處。不可否認，
中美貿易戰會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一定影響，但影
響有限，中國可以挺過貿易戰升級帶來的陣痛。
中美貿易戰升級，肯定傷及包括美國農民在內不

少群體的利益，遭到美國不少行業的反對。為確保
中美可以妥善處理好貿易分歧，中國不懈努力，頒
佈了《外商投資法》、降低了關稅、大幅減少負面
清單，以更積極的態度和行動對外開放。

美國政府以極限施壓，謀取更大利益，中國只能
奉陪到底。山雨欲來風滿樓，但化解風雨嚴寒，中
國自信滿滿。

應對極限施壓 中國有備而戰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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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領導人國民黨的初選，出
現了韓國瑜和郭台銘兩張「王牌」，

他們不約而同地把競選主軸擺在改善兩岸關係，以
便「拚經濟」。韓國瑜說「市場靠大陸」，要以
「九二共識」為前提，改善兩岸關係，讓「貨出得
去，人進得來」，積極推高雄「自由經濟示範
區」；郭台銘喊出「和平、安定、經濟、未來」8個
字，呼籲大家正視區域經濟整合大勢，關心台灣何
去何從的問題，並指出台灣參與區域經濟的鑰匙在
大陸手上。他們都深知，台灣經濟轉型升級、重新
崛起，離不開大陸。
可是，蔡英文反其道而行之，夥同她的各路打

手，左打韓國瑜右擊郭台銘，火力之猛無所不用其
極。筆者認為，蔡英文為了保住大位，已經拋棄她
上任時的策略，形成了具有蔡氏特色的「台獨經濟
學」。違背基本經濟常識的「台獨經濟學」，正在
讓台灣慘吞苦果。
中國大陸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已超過美國加

歐盟和日本。在區域經濟整合方面，由大陸主導的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即將上路，一
個涵蓋東亞和南亞的自由貿易區就要成形。大潮已
至，台灣要如何面對？這是台灣不可迴避的考題，
因為台灣已經有落伍之嫌，應該思索如何搭上大陸
經濟發展的便車，而不是其他。
韓國瑜和郭台銘的主張，反映他們已經感受到台

灣的落後，已經焦慮。可是，蔡英文卻扮演了一個
不折不扣的「阿Q辣台妹」，她知道「韓流」和
「颱風」打經濟牌的威力，用所謂「主權牌」來應
付。她一方面嗆聲說，台灣人不會為了拚經濟而放
棄主權；另一方面又心虛地說，參與區域經濟的鑰
匙掌握在台灣自己手上。然後，再把「新南向政
策」搬出來吹噓一番，說她已經幫台灣拚出了不少
經濟成果。
事實上，蔡英文執政3年來，台灣經濟增長率低

於全球平均水平，民間投資屢創新低，無論是「五
大創新研發計劃」，還是「新南向政策」，沒一個
項目拿得出像樣的成績。以台灣對東盟10國的貿易
額計，除了2017年表現得比較好一些之外，2018

年以來都是一路衰退。
韓國瑜大力推動的「自由經濟示範區」，蔡英文

就堅決反對，稱這會混淆「台灣貨」與「中國
貨」，不僅影響台灣品牌信用，也可能遭到美國報
復。台灣學者批評，蔡英文根本缺乏經濟常識。在
當今世界的產品產業鏈，早就全球化，產品由各地
零件組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經不是由單獨某
地生產。WTO等國際組織對原產地的規範有比較
明確的標準。蔡英文故意拿「台灣貨」與「中國
貨」來說事，暴露蔡氏「台獨經濟學」，以意識形
態掛帥，企圖使台灣經濟進一步「脫中」，減弱兩
岸經濟交流。這種違反經濟規律和發展趨勢的做
法，只會進一步損害台灣經濟，損害台灣民眾福
祉。
2012年，馬英九提出「自由經濟示範區」，遭

「台獨」勢力反對，同兩岸服貿協議一樣胎死腹
中，其惡果已經浮現。如今，蔡英文又用「台獨經
濟學」來打韓打郭。選擇蔡氏「台獨經濟學」，就
是選擇台灣沉淪。

蔡氏「台獨經濟學」令台灣沉淪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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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所論，早前訪港的海口艦所屬052C型，乃是
21世紀之初入役，中國建軍史首型質、量兼備的導
彈驅逐艦。與之相較，作為自1970年代以降，解放
軍海上作戰主力的051型技術水平有限，裝備之際
即為落後之時。而1990年代中後期成軍的052型，
技術水平、設計理念雖已貼近西方，最終卻因冷戰
結束，國際風雲變色，而難以國產化和量產下去。

海口艦以及隨同訪港的054A型通用護衛艦黃山
號，在過去10餘年的建造中，都經歷過技術狀態不
完備的階段。052C之前是052B，兩者艦體、動力
系統基本相同，但作為052C版標誌裝備的四面有源
相控陣列雷達、導彈垂直發射系統，以及與之相匹
配的長程防空導彈，則未在052B上現身。
052B只建造了168、169兩艘，兩艦亦只分別裝

備了各兩套懸臂式中近程防空導彈系統，以及與之
相匹配的雷達系統。因此，052B只能算是通用型導
彈驅逐艦，和052C突出防空作戰的定位完全不同。
出現艦身等裝備的情況。所幸，在168、169建成
後，052C級的170號也順利下水。後來，052C經
小批量建造及數年測試後，亦終於量產至今，構成
中國海上作戰的骨幹力量。
艦身等裝備的情況，同樣出現在054A身上，054

級的前身054也建造了兩艘，未見導彈垂直發射系
統、中近程防空導彈及相關搜索、火控設備。054
所用的對海、防空、反潛裝備，和1990年代中開始
量產的053H3相若。這反映了關鍵裝備的研製、試
驗、檢測進度，趕不上造艦計劃。
由於通用型護衛艦的技術水平比防空型驅逐艦低

不少，相比起052B/052C，054/054A的性能差距
就小很多，差距主要在於針對反艦導彈的末端攔截
距離方面。
如今，隨着更高級別的055型萬噸驅逐艦出現，

052、054兩大系列又要重新定位。由於動力系統佈
置、選型不同，052、054系列排水量雖小得多，但
兩型的續航力不比055差，主要差距在於巡航及極
限速度。
未來數年內，中國重型航母投入使用，052、054

系列的護衛任務自然要交棒給055型。而質、量仍
然稱善的052、054系列，一方面要持續升級，另一
方面要轉型至其他崗位。052、054系列會否加入以
兩棲攻擊艦為核心的遠征群，便成為下一個焦點
了。

解放軍驅逐艦加速升級轉型
許楨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