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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上周六後，立法會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昨日再次召開會議。反對派為阻止開
會，不僅提前守門強佔主席台，自備大聲公搶「話語權」，做出種種怪形怪相，團團圍困石
禮謙。基於人身安全考慮，石禮謙被迫在保安陪同下離開會議室，建制派議員亦集體離場以
示抗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與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天下午會見傳媒，張建宗對 4 次會議仍未
能選出主席一事感到遺憾及失望，形容事件是「史無前例」，他希望議員能心平氣和，並以
理性態度，盡快開展審議工作。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上周六是香港特區議會史上黑暗的一
天，反對派議員為拖垮《逃犯條例》修
訂，暴力阻撓建制派議員開會，飛撲搶
咪、推撞打人、拍枱瘋叫，粗暴野蠻行
為盡出，肆意搗亂法案委員會會議，導
致多名建制派議員及秘書處工作人員受
傷，法案委員會會議被迫腰斬。歷經三次會議，委員會
仍未能選出正副主席。

反對派將暴力文化搬入立法會
反對派為阻撓《逃犯條例》修訂，已經到了喪心病狂
不擇手段的地步。先有涂謹申擔任立法會法案委員
會主持期間瘋狂拉布，騎劫議會，浪費兩次會
議，造成法案委員會選不出主席。內委會及
秘書處以書面投票方式定出石禮謙暫
任會議主持之後，反對派又拒絕
承認，自組毫無法律效力的
「山寨委員會」，
自選「冒

牌主席」，偽造立法會文件，召開「山寨會議」。
反對派不僅步台灣議會暴力文化的後塵，而且將
「佔中」和旺角暴亂的暴力文化搬入立法會，先是以
「佔中」式行徑，闖進立法會會議室，展開「通宵佔
領」；其後「冒牌主席」涂謹申訛稱會議已經召開，違
規霸佔會議廳主席台；直至會議正式召開時，反對派議
員使用暴力的手段，爬桌、指罵、包圍、阻路、搶奪、
飛撲、推撞、施襲，強行阻攔石禮謙進入會議室，多名
建制派議員被襲受傷。反對派完全暴露出惡形惡相、流
氓潑皮的本性，不惜摧毀立法會運作，扼殺議會理性討
論的空間，也嚴重影響議會以至香港的形象。有關行為
令全港市民憤慨至極。

暴力奪權是反對派有計謀行動
反對派的癲狂行為，已撕破自稱民主、公義的道貌
岸然的假面具，讓全體市民都清楚看到他們在議會上的
施暴耍潑，破壞議會秩序，流氓潑皮本性原形畢露。反
對派議員暴力襲擊、暴力阻擾會議的行為有目共睹，證
據確鑿，阻止立法會議員合法開會是刑事罪行，建制派
已經報警處理，律政司必須對反對派議員暴力大鬧議
會提出檢控。

反對派議員在美英後台老闆的「柯打」下，除下民
主、人權、自由的面紗，在議事堂拳來腳往，暴力奪權
手段盡出，這在香港是「史無前例」的，不僅造成立法
會運作空轉，還嚴重破壞議會民主和程序公義，議會暴
力奪權惡例一開，後續難料。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大打
出手的議會暴力，極大損害了本港的聲譽和形象，令港
人蒙羞，更給社會帶來最糟糕的負面示範，實非香港社
會之福。
議會暴力奪權是反對派有計謀的行動，由拉布、發
難、動粗、施展暴力，一幕又一幕的政治表演劇本一
早寫好。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多數市民贊成修訂《逃
犯條例》。22 萬人聯署撐修例，這是香港真正的民
意。反對派逆民意而行，令人齒冷。社會各界必
須看清反對派反修例的險惡居心和嚴重後
果，凝聚強大民意，支持盡快開展審
議，令修例順利通過，挫敗反對
派的圖謀。

勿讓修例「卡死」在法案委員會

挫敗反對派議會暴力奪權圖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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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項莊舞劍 直上大會遏拉布
馮煒光
反對派多次以集體暴力干擾石禮謙主
持修訂《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會，令
"
法案委員會至今未能選出主席，情況前
#
所未見，條例根本無法按正常程序審
議。反對派千方百計阻礙修例，項莊舞
劍，意在選舉，企圖在接下來的選舉中取得更大戰果。
政府和建制派議員不應再心存幻想，不要對反對派所謂
「坐下來談」的建議抱不切實際的期望。要通過《逃犯
條例》修訂，出路只有一條：直上立法會大會。
如今的情況是， 即使條例通過法案委員會的審議，
反對派在立法會大會上仍然會重複提出問題，不擇手段
拉布。因為對反對派來說， 不惜一切推倒條例， 令特
區政府「跪低」， 才能重演 2003 年反 23 條立法的一
幕， 好讓他們在今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大勝。反對派反
修例實質是項莊舞劍， 意在選舉。他們企圖利用反修
例「箍緊」支持者票， 重振去年兩次立法會補選失敗
的士氣。 反修例是假， 為選舉（今年區議會及明年立
法會）才是真。

「坐下來談」是緩兵之計
反對派現在建議，政府、建制派和他們坐下來談，

其實是緩兵之計。必須看清， 他們今次反修例的口號
和目的是「反送中」，抹黑內地的司法制度，堅持認為
把疑犯送回內地受審不可接受。因此， 除非特區政府
把內地從條例中剔除， 以及不設追溯期、大幅收窄可
以移交的罪行，反對派才會「收貨」。 但這並不可
取， 特區政府根本別無選擇。
2017 年內地熱播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其中就有
內地貪腐官員逃到香港的情節。 國家積極落實以法治
國， 香港不能成為缺口，必須洗脫「逃犯天堂」的污
名。
說回反對派，他們表面上維護人權自由，其實是極
端的現實主義者，若要真正付出，他們必然退縮。例如
「佔中」九丑， 他們一旦被判有罪，便四出要求別人
寫求情信，力求推卸罪責、減輕刑罰，之前那種「大義
凜然」「承擔罪責」已拋到九霄雲外。

勿讓重演反23條立法圖謀得逞
反對派縱使把「政治檢控」「政治審判」喊得震天
響，但他們不敢包圍法庭， 更不敢包圍監獄。何解？
因為他們知道那不是鬧着玩的，衝擊法庭是會被判坐牢
的。但在立法會吵吵鬧鬧，他們就有恃無恐，放肆搗

■法案委員會主持石禮謙於會議後會見傳媒，稱議員
應在議會有尊嚴地討論問題。
資料圖片
亂。反對派是典型膽小、怕死、深諳計算的政客。 面
對他們，只有令他們變得弱勢，才可令局面回復正常。
修訂《逃犯條例》 直上立法會大會是反對派最擔心
的。 因為搗亂大會，會觸犯《立法會權力及特權》 條
例，要負上刑責，失去議席。
打蛇打七寸，擒賊先擒王。不讓反對派重演 2003 年
反 23 條立法的圖謀得逞，立法會主席及建制派議員，
須齊心協力、排除萬難，宣佈條例直上大會。

徐莉 香港九龍城工商業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立法會修訂《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
會再因反對派的搗亂而中斷，而且反對
派阻修例的手段變本加厲，竟然採取集體暴力，造成本
港立法會史上前所未見的混亂場面，對本港議會民主、
國際形象帶來極之惡劣的影響，必須受到全社會的嚴厲
譴責。為增加反修例的籌碼，反對派不斷渲染所謂商界
擔憂，企圖將商界綑綁上他們反中亂港的戰車。商界守
法營商，擁抱國家發展機遇，何懼修例? 反對派妖言惑
眾，代表不了商界、欺騙不了市民。
香港是國際城市、法治之區，尊重法治精神、崇尚
理性表達意見，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可惜，此次因
為要「拉死」修訂《逃犯條例》，反對派自編自導自演
政治鬧劇，製造「山寨法案委員會」，自選「冒牌主
席」，毫無法律效力，違反議事規則，更以無恥無品無
底線的暴力抗爭，阻止合法合規的法案委員會開會，等
同廢除了立法會論政議政的功能，完全違背理性議政的

文化，是對本港法治、民主的最大傷害。
反對派一向自稱為「民主派」，一再揚言香港要實
行「符合國際標準」的民主制度。本港的議會制度沿襲
自英國，英國國會不同黨派議員意見不合司空見慣，但
人家頂多是在議會內叫囂、嘲笑對方，即使在「脫歐」
議題分歧極大的情況，也只是唇槍舌劍而已，絕不會像
本港反對派那樣動手動腳，用集體暴力破壞議會運作，
剝奪不同政見議員審議法案、表達意見的權利和自由。
以往台灣議會經常出現暴力衝突，成為笑柄。本港
有不少人士擔心這種現象有日會在香港重演，如今不幸
成為事實，實在令人痛心。反對派不仿效好的議會文
化，對暴力抗爭就全盤照抄，口中講民主，行動就搞獨
裁霸權，視破壞遊戲規則為能事。如此劣質的政客，自
稱為「民主派」，根本是侮辱民主。
更可惡的是，此次反修訂《逃犯條例》，反對派不
斷炒作「商界對修例有保留」，編造「商界人士擔心修

例會觸發撤資」的謊言，有關說法是反對派造謠、恐嚇
的一貫伎倆，有心捏造商界反修例的假象。
經過特區政府的詳細解說、剔除九類罪行後，大多
數商界人士早已釋除不必要的憂慮。香港中華總商會等
不少商會表明支持修例，相信修例有助堵塞本港法例漏
洞，希望立法會各黨派理性討論、盡快審議有關的修訂
建議，維護香港法治、公平及公義的核心價值。
內地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一帶一路」、粵港澳
大灣區等重大建設穩步推進，中央鼓勵支持港商港人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捉住新時代發展的新機遇，不少港商
已經或正在部署在內地的發展大計，又怎會擔憂本港修
訂《逃犯條例》？
謊言重複一千遍也成不了真理。港商不是逃犯，不
僅不怕修例，而且支持修例，以利打造更良好的營
商環境。反對派不要拉港商「下水」、侮辱商界的
智慧。

中國穩住經濟可破美貿戰圍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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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下沒有贏家，自美國發起中美
貿易戰，中方就一再強調。事實也是如
此，在中美貿易協議走到談判收尾即將簽約時，美國總
統特朗普以中方違諾相關條款為由突然重提加稅，影響
中國股市大調整。即使中方依然赴美談判，但最終無功
而返，美國對 2,000 億美元的中國進口貨品徵稅至
25%，並決定準備對中國輸美的另外 3,500億美元產品
徵稅 25%，中方也隨即作出反制，自6月1日開始，對
600 億美元的美國進口商品加稅最高至 25%。消息引
致歐美金融市場震盪。正應了那句，「覆巢之下安有完
卵」，兩個大國的貿易戰開打，全世界不安寧。

中美貿戰拖慢全球經濟增長
中國的反制雖然輕微，量遠不及美國的2,000億，但5
月13日歐美股市開盤皆大跌。歐洲主要股指全線收跌，僅
公用事業股逆勢上揚。截至收盤，英國富時100指數收跌
0.55%，報7,163.68點。德國DAX30指數收跌1.52%，
報 11,876.65 點。法國 CAC40 指數收跌 1.22%，報
5,262.57點。美國道指跌超600點，創1月以來最大單日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跌幅；納指跌逾3%，創年內最大單日跌幅；科技股全線下
挫；市場避險情緒升溫，紐約商品交易所黃金期貨主力合
約自4月10日以來首次收於1,300美元/盎司關口上方，美
油跌逾1%，布倫特原油逼近70美元關口。
中美兩個大國的貿易戰，對世界經濟影響深遠。
2018 年中國的 GDP 總量突破 90 萬億元人民幣大關，
換算約為13.7萬億美元。2018年美國的GDP總量達到
21.51 萬億美元，相當於全世界經濟總量的四分之一。
中美兩大經濟體的 GDP 總量佔世界總量的四成左右。
摩根士丹利估計，中美貿易戰可能嚴重破壞全球貿易增
長，因 2/3 的貿易商品與全球價值鏈相關聯。百達資產
管理的一個模型預測，對美國貿易若有 10%的關稅完
全傳導至消費者那裡，可能將全球經濟推入滯脹，令全
球企業獲利減少2.5%。

中國經濟總量增速比美國快
事實上，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將近 2/3 商品來自外資參
股企業，這可能讓美國針對中國的關稅舉措超出其打擊
目標範圍。從外資投資情況來看，這些資本可能多數來

自美國、日本和韓國。基於貿易開放程度和對供應鏈的
曝險，韓國、馬來西亞、台灣地區和新加坡是亞洲風險
最高的經濟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數據顯示，台灣地
區是亞洲曝險最高的經濟體，其曝險相當於 GDP 的逾
8%；其次是馬來西亞（6%），之後是韓國、香港和
新加坡（4%-5%）；然後是菲律賓、泰國和越南（大
約3%），以及澳洲、日本和印尼（2%左右）。
美國發起貿易戰，損人難利己，仍堅持放棄談而要
打，目的還是為了遏制中國。10 年前的 2008 年，美國
GDP 是 14.7 萬億美元，中國才 4 萬多億美元，日本老
二是 4.6 萬億美元。5 年前的 2013 年，美國 GDP 是
16.6 萬億美元，增加 12%左右，中國 9.6 萬億美元翻
一番多，日本才 5.1 萬億美元，基本沒有進步。2018
年美國 GDP 是 21.51 萬億美元，中國 13.7 萬億美元，
增速比美國快。這可能是特朗普着急的原因。
這個世界講強權，亦講利益。如果在中美過招中，
尤其是在經濟發展中，中國可以維持現有水平，在國際
上仍能保持其地位，美國的全球圍堵就很難。就看中國
自身是否可以守得住。

商界不必擔憂修訂《逃犯條例》

反對派破壞理性議政 市民力撐修例

林龍安 港區人
大代表 香港中華
出入口商會會長
反對派無所不
用其極阻撓《逃犯
條例》的通過，立法會法案委員
會昨日再開會仍無法選出正副主
席，反對派議員不斷以粗暴的手
法阻止建制派議員如常開會，事
態已引起市民極大反感和關注。
全球主流司法區都會進行司法
協作，把逃犯移交給擁有司法管
轄權的國家和地區，不會讓本國
或本地區成為藏匿逃犯的天堂。
推進司法合作和互助，把逃犯移
交給擁有司法管轄權的國家和地
區，有助伸張正義，防止包庇逃
犯的現象出現。香港是奉行普通
法的地區，執行了屬地管轄的原
則，只有在香港發生的犯罪案
件，香港法院才可以審判。如果
香港人在內地或者在外地犯了殺
人放火強姦、大金額欺騙、販毒
等罪，香港則不可以進行審判。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出，修例
主要是針對犯了《逃犯條例》當
中訂明的嚴重罪行的逃犯，並非
針對奉公守法的市民，他希望立
法會法案委員會盡早展開審議工
作，議員以務實和理性態度討論
完成審議。不過由於《逃犯條
例》並非人人看過細節，反對派
就以聳人聽聞的手法，將修例說
成是每一個港人都會變成逃犯，
每個人的人權和安全都不會得到
保障。這種一味靠嚇的做法，目
的是要製造社會恐慌，阻撓《逃
犯條例》的修訂。
香港是法治社會，立法會的工
作就是討論和制訂法例。根據議
事規則，法案委員會規定了最資
深的立法會議員在第一次會議上
主持選舉法案委員會主席。按照
常規，第一次就可以選舉出法案
委員會主席，以後法案委員會就
在主席的主持下，進行法案討論
工作。涂謹申故意舉行了兩次會
議，都不進入選舉主席的階段，
說明了他刻意製造一種局面，企
圖奪權。根據立法會的規定，如
果沒有秘書處的開會通知，也沒
有秘書處所作的會議記錄，一切
會議都是非法的，沒有效果的。
要解決當前的困局，一是盡快按
照內務會議的決定，選舉出法案
委員會的正副主席。另一個辦法
就是跳過法案委員會的階段，直
接由立法會大會進行討論立法工
作。過去有一些法例，都有未經
歷法案委員會階段而通過的，這
完全符合常規。反對派企圖把條
例「卡死」在委員會階段，是不
能得逞的。在民意的配合和支持
下，建制力量一定會依法辦事，
成功完成立法工作。

曾淵滄 博士
特區政府正在為
《逃犯條例》進行
修訂的立法程序。
《逃犯條例》的修
訂引起眾多討論，反對派傾全力
反對，也有一些商界人士提出擔
憂，因此，《逃犯條例》也做了
一些新修訂。
事實上，商界的擔憂是過慮
了。今日依然有大量港企、港商
在內地投資建廠、做生意，平安
無事。怎麼可能因修訂《逃犯條
例》回到香港被引渡？這豈不是
多此一舉？可見，商界的所謂擔
心是不必要的。還記得特區政府
為西九龍高鐵站「一地兩檢」立
法時，更誇張的說法也不少。當
時有人說：「你只要走近西九龍
高鐵站，就會莫名其妙地被抓進
西九高鐵站內地管轄區，然後送
到內地。」當時，為了製造恐慌
氣氛，反對派中竟然有人自導自
演了一套被擄走的鬧劇。如今高
鐵通車多時，有誰被人莫名其妙
地抓進西九高鐵站內地管轄區？
不過，特區政府要避免這種所
謂擔憂繼續發酵、擴散，應該設
法多了解商界的意見，與商界多
溝通，為他們解憂，讓他們明
白，《逃犯條例》的修訂是為了
彰顯法治公義，而不是對付商
界。特別應該強調，商界依法在
內地做生意，又怎麼會在香港被
捉回內地？特區政府應該再多用
一些時間與商界接觸，多聽他們
的意見，如果商界提出一些好意
見，應考慮接納。
除了特區政府之外，香港愛國
愛港團體應該發起、組織研討
會，多了解民間對這項修例的看
法，收集更多來自民間的意見，
向特區政府反映，為通過修例凝
聚更強大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