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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主任主持召開中聯辦領導班子會議，不僅明確表達了中央支持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
例》的重要信息，而且講清了支持修例的法理依據和現實迫切需要。會議呼籲香港市民相信自己的
獨立見解和判斷、相信特區政府和法院法庭對法治的堅守、相信國家的司法公正和巨大進步、相信
社會各界一定會以實際行動支持打擊跨境犯罪。這「四個相信」，就是鼓勵社會各界充分理解特區
政府的擔當和努力，抵制惡意「恐嚇謠言」，支持依時完成修例，維護香港的法治和安寧。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主持召開中聯辦領
導班子會議，傳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
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
會議不僅清楚表達對特區政府提出修訂
《逃犯條例》的支持，而且提出「四個
相信」，鼓勵香港市民識破對修例的種
種惡意攻擊，支持修例。

相信獨立判斷 不會人人自危
針對反對派製造人人自危的言論，中聯辦會議鼓勵
香港市民更多地相信自己的獨立見解和判斷。
反對派指修訂《逃犯條例》後，香港市民隨時會被
移交到內地受審，令香港人人自危。事實是，修訂
《逃犯條例》針對的是在內地或台灣等香港以外的地
方嚴重觸犯刑法的逃犯，奉公守法的一般香港市民根
本不受影響，何來擔心被移交？再說，香港是法治之
區，香港人如果在其他地區嚴重觸犯刑法，依法按照
法定程序將他們移交受審，天公地道。過去由於《逃
犯條例》存在漏洞，讓一些犯法者利用漏洞逃避
刑責，令香港淪為「逃犯天堂」。這次修訂
正是要填補有關漏洞，所針對的是罪犯
而不是一般市民。反對派將修訂說
成是針對市民，完全是惡意
誤導，製造恐慌。香港
市民如果更多
地 相

信自己的獨立見解和判斷，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我
不犯法，何懼修例？
針對反對派指犯人的人權得不到保障，中聯辦會議
鼓勵香港市民更多地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和法院法庭對
法治的堅守。
事實上，今次修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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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凸顯了法院法庭的把關角色。香港市民如果
更多地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和法院法庭對法治的堅守，
就不會相信所謂犯人人權無保障的謊言。

相信國家司法進步 抹黑不攻自破
針對反對派對內地司法制度的種種惡意攻擊，中聯
辦會議鼓勵香港市民更多地相信我們國家在全面依法
治國戰略佈局引領下的司法公正和巨大進步。
反對派人士堅持戴着有色眼鏡看內地的司法建設，
甚至對內地司法制度以至整個制度採取敵視否定的態
度，惡意抹黑，誤導市民。中聯辦會議用事實說明：
國家創造了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持續安全穩定的
「兩大奇跡」，中國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國家之
一，「平安中國」已成為一張亮麗的國家名片；中國
積極同其他國家和地區開展司法執法合作、聯合打擊
犯罪，鋪寬、織密共同反犯罪網絡，受到國際社會的
廣泛認同；國家近年為大力提升司法公正透明

度，司法裁判文書、審判流程、庭審和執行過程「四
公開」為國際社會所稱道；中國現時與四十多個國家
和地區有逃犯引渡協定，包括法國等相當關注人權和
民主的國家，迄今未有國家或地區投訴過中國在執行
方面有偏差，等等。這些事實可以讓香港社會看到，
國家司法建設所取得的巨大進步，反對派對於內地司
法的攻擊和抹黑不攻自破。
據不完全統計，香港回歸以來，內地公安機關已向香
港移交260餘名犯罪嫌疑人，香港回歸至今卻未曾有一
例移交。這個問題不解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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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法經營 不怕修例

「四個相信」鼓舞信心 支持修例為港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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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各界以實際行動支持修例
針對反對派企圖用所謂民意逼迫特區政府放棄修
例，中聯辦會議鼓勵香港市民更多地相信香港社會各
界和廣大市民一定會以實際行動支持打擊跨境犯罪、
珍惜和維護香港「購物天堂」、「安寧港灣」、珍視
和保護人民安居樂業，共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共同維護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不斷提升香港
法治形象。社會各界應該堅決頂住反對派
的惡意攻擊，支持特區政府和立法
會依時完成修例，維護香港的
法治和安寧。

史無前例的議會亂象 反對派荒唐霸道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最近發生的議會亂象是史無前例。還
記得多年前，有反對派議員為了「博出
位」而「掟蕉」、「拉布」，當時很多人覺得難以置
信，莊嚴的議會居然可以如此荒唐。沒想到如今審議
修訂《逃犯條例》，反對派「拉布」出位較之前人有
過之而無不及，對荒謬的議會暴力又下了一個新定
義。
過去無論反對派多麼離譜，最終都只是一種姿態，
不至於用肢體暴力。觀乎他們今次事態，他們不惜以
暴力方式阻止會議正常進行，騎劫法案委員會，違抗
內務委員會有關更換主持的指引。更令人難以接受的
是，導致這一切混亂的人，居然就是反對派中的最資
深議員涂謹申。

一切混亂乃反對派造成

嘆，立法會變成了馬戲團。

應恢復立法會審議法案功能
法案委員會會議至今已經舉行了四次，首兩次是有
人挾主持之名行主席之實，以極不負責任的「拉布」
拖延選舉主席；其後兩次根本談不上開會，完全是瘋
狂搗亂。最近一次，主持都未坐上座位便要宣佈會議
結束，這一切都是史無前例。由此可見，反對派議員
從來無意認真審議修訂《逃犯條例》，只是無所不用
其極，阻止審議。其實，他們一開口就要政府撤回修
訂，還有何正經事可議？
議會是一個不同政治立場交鋒的場所，大家針鋒相
對、交換意見很正常。但要確保場面不失控，不令議
會連議事的基本功能都喪失，每一位議員必須遵守規
矩，抱具建設性的態度去參與；若是為了破壞而來，
必然令議會失去議事論事的空間。
我們應該以負責任的態度，尋求合理合法的方式，
恢復立法會審議法案的功能，讓議員能夠全面考慮政
府的理據、社會的意見，以及任何可以改善有關立法
建議的方案，理性務實地解決港人在台灣被謀殺一案
所帶出的問題，為受害人及其家屬伸張公義，堵塞法
律漏洞，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

修訂《逃犯條例》刻不容緩
朱鼎健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上周六，反對派繼續不惜一切阻撓立
法會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他們粗
暴阻攔愛國愛港的立法會議員舉行正常會議以選出法
案委員會正、副主席，令到多位立法會議員和保安員
受傷。反對派的行為十分可惡，應受到社會譴責。他
們不時口口聲聲說要維護香港的法治，但他們上周六
的行為是明目張膽地破壞法治。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日前在記者招待會上重申，修訂
《逃犯條例》不是為內地而設，而是適用於任何一個
與香港未簽長期協議的地方。特區政府已多番強調，

《逃犯條例》修訂後，香港將能夠與仍未簽訂長期協
議的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包括中國內地、澳門和台
灣，在雙方同意下，會以單一個案的方式處理協助及
移交逃犯的請求。
修訂條例其實源自一宗在台灣發生的殺人案，當中
涉及港人疑犯殺害另一名港人後逃回香港，但由於香
港與台灣沒有簽訂任何相關協議，也沒有適用的法
律，所以特區未能滿足台方提出法律協助及移交疑犯
回台受審的要求，讓該名疑犯不能受到應有的法律制
裁，正如李家超局長在記招會上指出，此事件凸顯了

嚴重的法律缺陷，而因為香港「已經鴕鳥了 22 年」，
是堵塞法律漏洞的時候。
修訂《逃犯條例》除了堵塞存在了 20多年的法律漏
洞之外，最重要的是，將在台灣殺害女友而逃回港的
嫌犯移交台灣受審，為遇害女子伸張公義，這也是維
護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避免香港淪為「逃犯天
堂」。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去阻止反對派繼續抹黑
《逃犯條例》修訂，並支持法案委員會盡快選出正、
副主席，在立法會將於 7 月休會之前，讓修例工作得
以順利展開。

文明互鑒是解決文明衝突的
「金鑰匙」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5 月 15 日，習近平主席倡導的「亞洲文明對話大
會」在北京開幕。亞洲 47 個國家以及域外其他國家共
2,000多名代表參加。這是亞洲國家第一次齊聚開展跨
文化交流並具有開創性的盛會。
文明如水，潤物無聲，這是對文明歷史脈絡的高度
概括。水不僅孕育了生命，更孕育了文明，文明須依
水而生，無論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輝煌，還是世界文
明的蓬勃發展，都離不開諸如長江、黃河、恒河、印
度河、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以及地中海
等水域、海域的滋潤和哺育，沒有水就不會有文明的
誕生和發展。

所謂「優等文明觀」讓人類塗炭
但隨着文明的不斷發展和進步，隨之而來的就是人
類歷史上持續千年的文明衝突，這裡面既有民族衝
突、宗教衝突，還有種族衝突、國家間衝突等。有些
文明自以為高人一等，以優等文明自居，對其他文明
貶低、蔑視、打壓，甚至仇視、屠殺，人類歷史上這
種人間悲劇不在少數，讓人類文明持續遭受塗炭。
現如今，有些國家動輒對其他國家指手畫腳，吆五
喝六，甚至威脅和實際使用武力來絞殺不聽話的那些

文明體。此外，由於人類文明發展的極度不均衡、不
平等，導致有些國家、有些民族還存在落後、疾病、
貧窮的社會狀態。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中國組織召集
「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既必要，更迫切，是事關人類
文明發展的頭等大事。
就在對話大會召開前夕，號稱文明但不太懂文明的
美國高官就針對文明語出驚人。
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畢業於哈佛大學的
歷史學家基倫·斯金納在「新美國組織」活動上發言
時，提出了她對於為什麼與中國的爭端不同於冷戰時
期與蘇聯衝突的看法。斯金納認為：「這是一場與一
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的鬥爭。」
相信這位斯金納女士一定會把中美貿易戰歸結為中
美文明衝突的一部分，也會把對伊朗的軍事威脅看作
是另一場與波斯人的文明衝突，認為只有美國才能代
表人類文明的最高端，其他文明都是劣等的、可以蔑
視的。

每種文明都有獨到魅力過人之處
人類文明沒有高低貴賤優劣之分，每一個文明生存
到今天都有其獨到的魅力和過人之處，因此，文明之

間要學會取長補短，相互借鑒。有了多樣性的認知，
平等性的認可，包容性的認同，文明和平相處就會成
為現實。
文明互鑒是解決文明衝突的一把「金鑰匙」。互
鑒，重點要解決「互」和「鑒」，「鑒」就是鑒賞、
欣賞，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眼光欣賞其他文
明的美好、美妙之處；同時，「鑒」也是借鑒、學
習，用他人的長處來彌補自身的短處，讓文明之間形
成良性互動。另外，「互」就是要彼此而不是單向，
任何文明都有「美人」之處，要善於用謙虛、客觀和
鑒賞的眼光來虛心學習，讓「美美與共」成為現實，
最終實現費孝通老先生所倡導的文明「天下大同」。
從現實意義上講，「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就是要解
決亞洲內部的文明溝通機制和平台的搭建，讓文明之
間有交流互鑒的場合，同時積極為化解亞洲內部的文
明分歧和衝突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和智慧，比如，
「一帶一路」倡議等。同時，「亞洲文明對話大會」
也為化解世界文明衝突提供一個有效的平台，畢竟亞
洲文明在歷史上具有源頭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今
後也將繼續為人類文明的發展提供更好的交流平台，
讓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廣泛共識。

須追究反對派破壞議會的法律責任

正如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所說，涂謹申作為法案委
員會的主持，一開始就做錯了。因為他當時只是主
持，不是主席。主持唯一的職能，就是幫助委員會選
舉主席。除此之外，他沒有任何權力，包括沒有權力
去處理規程問題。
法案委員會開了兩次會議，涂謹申還在處理一些他
根本沒有權力去處理的所謂「規程問題」，還沒有選

出主席，令法案委員會根本無法運作。內務委員會作
為法案委員會的上一級議會，基於涂謹申的拖延而決
定更換主持，讓石禮謙議員能夠盡快幫助委員會選出
主席，令委員會恢復正常運作。
反對派有一種說法，就是當內務委員會發出指引
後，應該先讓涂謹申繼續主持第三次會議，看看委員
會是否同意內會的指引。這種說法完全似是而非、混
淆視聽。如前所述，涂謹申處理第一和第二次會議的
方式已經非常錯誤了，正是由於他的錯誤，促使內會
通過了更換主持的指引。涂謹申已經錯了兩次，難道
還要讓他錯第三次嗎？任何一個負責任的議會，都不
應該容許錯誤不斷重複、繼續存在。換言之，如果內
會繼續讓涂謹申主持第三次會議，內會便有失職之嫌
了。
更離譜的是，反對派議員無視內務委員會的指引，
另起爐灶開「山寨會」，這種舉動令立法會蒙羞。而
當石禮謙進入會議室，準備召開合法合規的法案委員
會會議時，反對派議員就用肢體暴力去阻擋，阻止石
禮謙主持會議。我當時在現場見證這不可思議的一
幕，反對派議員猶如「爛仔上身」，行為之粗暴，超
越以往我所見過的所有議會衝突，令人震驚。作為立
法會議員的一員，實在感到痛心。也難怪石禮謙慨

曾智明 港區全國政
協委員 中華總商會
副會長
特區政府自從提出修
訂《逃犯條例》以來，
一直向社會各界進行深入細緻的解釋
工作，修例的目標相當明確，就是要
堵塞過去的法律漏洞，避免香港繼續
成為不法之徒逃避法律責任的「天
堂」。同時，為了保障人權，草案也
提出了嚴謹的程序，以確保當事人的
正當及合法的權益，可以得到充分的
保障。
但是，社會上某些人為了達到其阻
撓及拖延修訂，從而打擊政府威信等
目的，卻以本港商界作為擋箭牌，散
佈商界擔憂在內地容易墮入法網，因
此不同意修訂條例的言論。的確，在
條例草案剛剛公佈的時候，商界不是
太了解其中內容，少數人因而產生了
誤解。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就趁機把
商界的憂慮無限放大，危言聳聽，聲
稱條例一旦通過，生意一定難做，甚
至全港人人自危。
其實，認真閱讀有關條例草案，就
知道上述說法，完全是一派胡言。因
為，條例完全是按照聯合國有關人權
保障的標準，對移交逃犯規定了嚴謹
的法律程序，要先由行政長官啟動，
交法庭進行審查，看看其移交請求是
否符合法律規定的要求，屬於政治類
的犯罪、香港法律不屬於犯罪等等，
都不列入移交之列。
而且，被移交的嫌犯可申請人身保
護令，由法庭對移交請求進行更加嚴
謹的審議，商界、港人無需擔憂。另
外，政府廣泛徵求意見之後，刪除了
九項罪行，令到移交的罪行更清晰，
門檻也提高到可判 3 年以上的罪行才
移交，因此，商界合法合規經營，不
需有任何擔憂。
至於有人聲稱，內地會羅織其他
罪名，要求移交本港的人士回內地受
審，這更是過分聯想。內地早在改革
開放之初，就強調依法治國和完善法
治，經過多年實踐，已經取得相當大
成效，法庭審判做到公開透明，涉嫌
人的合法權利得到保障。
《逃犯條例》明確規定，只有兩地
都認定為罪行，才會進行移交，香港
還要求移交的一方保證，不能對被移
交人士作其他罪名的起訴。也就是
說，對於被移交者提出什麼罪行，移
交後也必須以同樣罪行來起訴，不容
許另用罪名起訴，杜絕了羅織其他罪
名的可能性。
本港商界具有愛國愛港、明理知
法、務實勤奮的良好傳統，他們與內
地經貿往來多年，對內地的投資情況
相當了解，也守法遵規。我認識的許
多工商界朋友，對政府修訂《逃犯條
例》都表示理解和支持。大家表示，
希望條例在立法會審議階段，充分考
慮更多因素，把移交的法律程序再規
定得更明確，擴大透明度，使移交確
保在陽光下進行，使得被移交人士的
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障。

楊育城 九龍東潮人
聯會會長
和平、理性、法治、
秩序是香港的核心價
值，是香港重要的競爭
優勢，也是香港成為繁榮穩定社會的
重要基石。
不過，從港人陳同佳於台灣涉嫌謀
殺其女友，並潛逃回香港以迴避法律
責任可見，香港現時確實存在法律漏
洞，香港有可能淪為「逃犯之都」。
為了維護香港作為「法治之都」的角
色，修訂現時的《逃犯條例》是有必
要的。
令人齒冷的是，反對派基於其狹隘
的政治利益，不斷散播似是而非的觀
點誤導市民，更千方百計阻撓修例，
甚至粗暴踐踏議會秩序及議事規則。
反對派的所作所為，完全罔顧「陳同
佳案」受害人家屬的感受，罔顧公
義，可謂是對受害者家屬的「二次傷
害」。
須知道，由建制派內最資深的石
禮謙議員主持會議，選出修訂《逃
犯條例》的法案委員會的正、副主
席，是得到法案委員會內逾半數議
員同意，並且得到立法會秘書處確
認，完全符合相關法律及議事規則
的要求。相反，經過兩次合共長達 4
小時的會議之後，涂謹申已向公眾
展示出其無能力主持會議。反對派
如今竟自編自導自演召開所謂的
「會議」，是完全違反議事規則及
議會程序的。而反對派議員粗暴阻
撓建制派進行合法合規的正式會
議，不但損害了香港重視和平、理
性、秩序的核心價值，更可能觸犯
刑事罪行。
為了避免議會癱瘓，制止議會暴
力，維護議會正常運作，捍衛香港利
益，筆者絕對支持警方依法追究反對
派的法律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