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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上大會」有問題？楊岳橋做畀你睇
法律界批「域外法權」不可行 質疑反對派圖打尖阻修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內務委員會昨日向議員發出文件，延
長本周五的會議時間至4個半小時，主
要討論審議《逃犯條例》修訂的未來路
向。立法會九龍東議員謝偉俊昨日接受
電台訪問時表示，認同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所言，「直上大會」是一個艱難決
定，但是法案委員會失效，這是沒有辦
法中的辦法，相信做法有助議會回歸秩
序，讓議會在法案委員會發生嚴重衝突
後「療傷」。
經諮詢全體議員意見後，40名議員屬

意本周五開會，21名議員就選擇在本周
六舉行特別會議，內會主席李慧琼考慮
諮詢結果後，決定在本周五舉行會議。
內會未進行討論前，謝偉俊與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楊岳橋被邀請上電台發表意
見。謝偉俊指出，立法會議事不應成為
亂喊政治口號的政治騷，認為議員若有
心，60個小時可以很高效、做很多事，
但倘反對派有心搞事，6年的法案審議
都會「搞不成」。
楊岳橋聲稱政府的做法是「搬龍門」
及自相矛盾，又揶揄法案「直上大
會」，盛傳會擔任該法案委員會主席的
謝偉俊就不能擔任主席，謝偉俊則表示

自己「大公無私」，所以做不成主席仍
支持當局做法。
楊岳橋在節目上一面說香港本來就應

該避免「綁上大國矛盾的戰車」上，一
面又認為國際「關注」香港很正常，謝
偉俊批評這是雙重標準，並說反對派一
面在議會搞「雙胞胎」主席，一面則在
「放火」破壞議會討論，同時又有反對
派代表在美國「告洋狀」、向香港以至
中國施壓，若說「不應該放香港在大國
矛盾中」，反對派的行為就是說一套，
做一套。

謝偉俊批反對派一味靠嚇
謝偉俊又強調，現在討論的是「送

犯」而不是反對派說的「送中」，批評
反對派一直「靠嚇」。
他指出，逃犯移交是國際合作的重要
趨勢，就算連反對派去「告洋狀」的美
國本身也有和中國簽署引渡協議，反對
派不顧國際政治現實，及兩地之間人員
每日密切交流的現實需要，盲目挑起矛
盾和恐慌，就像之前「一地兩檢」的問
題，反對派聲稱內地公安會「綁架」香
港人回內地，最終亦證實只是「偽議
題」。

內會周五加時 為修例覓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保安局
局長李家超、副局長區志光及律政司代表
昨日出席了自由黨關於《逃犯條例》修訂
的閉門答問會，解答商界對修例的疑慮。
自由黨主席張宇人會後表示，李家超解答
了商界在行賄、追溯期等方面的疑慮，與
會人士聽了可以「瞓得舒服啲」。

鍾國斌：追溯期後不移交更安心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在會後表示，李家超

在答問會上解答了商界的部分憂慮，例如
民事罪行和商業罪行中不屬於刑事罪案的
不會被移交；行賄等罪行的追溯期一過，
就不會被移交等，讓大家聽了以後更「安

心」。
他續說，李家超在答問會表示，可考慮

在二讀期間以「一問一答」的方式與議員
溝通，該黨也會嘗試與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商討相關建議。
鍾國斌透露，自由黨正在討論對修例提

出的修正案，內容或包括：將3年以上刑
期的移交門檻提高至7年、不設追溯期
等。
對於是次法案要「直上大會」，張宇人

說︰「應該先問議員做了些什麼，而不是
問政府應不應該這麼做（『直上大
會』。）」他批評立法會史無前例的暴力
行為，連法案委員會主席都選不出來。

李家超在會後會見傳媒時重申，香港首
先要處理法律的真空，先建立法律，再以
尊重的方式，與台灣方面溝通移交事宜。
關於「直上大會」後審議的時間，李家超
表示，政府會尊重立法會的決定。

李家超解答釋慮 商界「瞓得舒服啲」

楊岳橋昨日稱，通過修訂有關法例，
可擴展香港法院對殺人罪行的管轄

權，賦權香港法院審理香港永久性居民
在境外涉嫌殺人的案件，以審理台灣殺
人案的疑犯。在批評政府將《逃犯條
例》相關法案「直上大會」的同時，楊
岳橋同樣以台灣殺人案疑犯將可能於10
月獲釋為由，聲稱其法案「緊急」，要
求繞過事務委員會討論程序，「直上立
法會大會」首讀。

黃國恩：違反屬地原則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

恩表示，香港刑事法律是採用普通法屬地
原則，即刑事案件發生在香港，香港法庭
才有司法管轄權。楊岳橋的「建議」違反
屬地原則，況且域外搜證亦有相當困難，
特區政府無可能單方面修例，要其他國家
或地區配合才能發揮作用，惟其他國家或
地區一般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司法管轄
權。
他續指，修訂《逃犯條例》簡單直
接，認為楊岳橋提出的「建議」只為拉

布。雖然楊岳橋提議將自己的法案「直
上大會」明顯是在「玩嘢」，但該做法
同時反映反對派根本不會介意有急切性
的法案應該「直上大會」的原則，而他
們批評政府提出有關安排只是虛偽的言
論而已。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

國指出，楊岳橋的建議違反了「聯合國屬
地原則」，即本地的司法安排只適用於本
地，即香港無權干預美國或其他地區的司
法制度。
他續說，按照《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條例》的規定，有關搜證的權力，只適用
兩地政府的層面，即一名疑犯不能以個人
名義，直接要求犯案地區傳召證人，為自
己辯護。現楊岳橋提出「港人港審」，疑
犯根本無權傳召證人為自己辯護，會造成
對被告人不公平，可能有冤案發生。

馬恩國：建議「笑死人」
馬恩國形容，這些道理任何受過法律訓

練的人都知悉，「唔識法律就俾楊岳橋嚇
死，識法律的人，就俾楊岳橋笑死」，相

信他提出有關「建議」，只是「打政治
牌」，為修訂《逃犯條例》的審議工作，
添煩添亂。

傅健慈質疑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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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千方百計阻撓修例，一方
面聲稱對保安局繞過法案委員會審議程序
的做法「表示遺憾」，但自己又提出相同
類似的做法，完全是雙重標準，令人大惑
不解。
他認為，反對派的做法反映他們根本不

介意有急切性的法案應該「直上大會」。

葉俊遠：對被告不公
民建聯司法及法律事務副發言人、律師

葉俊遠質疑，楊岳橋提出所謂「港人港
審」的建議，完全沒有考慮到搜證的問
題，按照香港的證據法規，香港的執法人
員根本沒有權力到事發當地搜證，此對被
告也不公平，楊提出的建議，只是混淆視
聽的伎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阻撓《逃犯條例》的修

訂，反對派一再聲稱特區政府將法案「直上大會」的做法

「有問題」，惟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向立法會主席提交《侵害

人身罪（修訂）（域外法律效力）條例草案》的議員法案，

並聲言其法案有「急切性」，申請豁免事務委員會討論的程

序，將該法案「直上大會」首讀。多名法律界人士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有關修訂完全改變了香港的司法制

度，做法完全不可行，質疑楊岳橋此舉只為拖延修訂《逃犯

條例》。他們並指出，楊岳橋的做法更反映反對派根本不認

為有急切性的議案「直上大會」有問題，反對派質疑政府提

出有關安排，更凸顯反對派只是虛偽的言論而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計劃於下月12日將修訂
《逃犯條例》的法案在立法會大會
恢復二讀，反對派團體「民陣」昨
日宣佈於下月9日再次發起反修例
遊行，聲言目標是有 30萬人參
與，令政府「回心轉意」，否則不
排除「包圍立法會」。多名政界人
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
反對派一方面為自己的區議會選舉
鋪路，另一邊助外國勢力挑釁中
央，企圖挾持市民，為自己提高叫
價本錢，導致法案須「直上大會」
審議，完全是反對派一手造成的。
「民陣」召集人岑子杰昨日在記

者會上聲稱，如果特區政府「硬
推」修例，「民陣」「迫於無奈」
會發起「更激烈行動」，包括包圍
立法會，同時組織全港設立超過
200個街站反修例，希望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回心轉意」云云。他又
繼續散播恐慌稱，特首「簽個名」
就可以將港人的「身家、財產送回
內地」，令市民「憂慮」，相信會
有30萬人上街。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
今次特區政府決定將法案「直上大
會」是非常罕見，但也是無可厚非
的：反對派議員多次以暴力粗暴阻
止委員會運作，又成立「山寨會
議」，自編自導自演鬧劇，完全超
越社會底線。

暴力迫法案「直上大會」
她批評，一眾反對派明知是自己

作的孽，卻「聲大夾惡」，現「民
陣」在旁「抬橋」造勢，明顯是要
轉移視線、歪曲事實。這種「惡人
先告狀」的行為，市民全看在眼

內，社會大眾都不會上當。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指出，
今時今日的局面完全是反對派一手
造成的，是他們先以拖延手法，令
法案委員會遲遲無法選出主席，當
內務委員會通過由地產及建造界議
員石禮謙接手處理，卻以野蠻、暴
力的手法阻止，令到大家無信心可
以順利完成審議工作，特區政府惟
有將法案「直上大會」。

煽動民憤旨為區選造勢
他批評反對派對自己擾亂議會審

議功能的行為全無悔意，還諉過於
人，做法過分。對於反對派「千方
百計」搞破壞，煽動民憤，他直
言，反對派只是為區議會選舉鋪
路。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示，
事到如今，市民已經看清楚反對派
的嘴臉，表面上聲稱對中央的司法
制度「不信任」，但從近日一再阻
撓選舉法案委員會主席的民主黨議
員涂謹申都跑到美國尋求外國勢力
的「指示」，足以證明他們另有
「議程」，就是要為外國勢力搖旗
吶喊，向中央諸多挑釁，已提升到
國與國的層面，而「民陣」的舉
動，也只是挾持市民，為反對派提
高叫價本錢。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出，原
先法案委員會是讓議員及市民理
性、務實討論《逃犯條例》的修
訂，但反對派一而再，再而三，既
拉布又製造混亂，阻撓法案委員會
的有效運作。現時直上大會是迫於
無奈的選擇，冀可趕及於台灣殺人
案的逃犯釋放前，可以有法理基礎
啟動逃犯移交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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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岳橋忽然提交法案，並要求「直上大會」首讀。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民主黨
主席胡志偉早前在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
期間，向特首林鄭月娥作出冒犯性言
論，行為令人不齒。香港中西區婦女會
一行十多人日前到平等機會委員會遞
信，強烈要求胡志偉公開道歉，並強烈

要求平機會給予公開譴責胡志偉的卑劣
行為。
該會認為，胡志偉身為公職人員，作

出如此卑鄙無恥、侮辱女性的野蠻行
為，給社會造成極壞影響，教壞青少
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美國國會
轄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
CC）」部分成員昨日到訪立法會，與多名
立法會議員進行閉門會議，其間談到《逃犯
條例》修訂一事。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會後
向傳媒表示會面氣氛良好，自己在會上向
USCC代表展示了日前法案委員會混亂場面
的照片，希望令美方人員知道，「香港所謂
的『泛民』議員係點粗暴。」
USCC早前就《逃犯條例》修訂發表報
告，聲稱修例通過將增加「北京」對港的
「脅迫」，「進一步侵蝕高度自治。」該
委員會近日有代表團訪港，委員會主席
Carolyn Bartholomew、 副 主 席 Robin
Cleveland等於昨日與多名反對派議員，包
括毛孟靜、涂謹申、莫乃光、梁繼昌、葉
建源、朱凱廸、楊岳橋、郭榮鏗、譚文
豪、黃碧雲、區諾軒、鄭松泰，和4名建
制派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葉劉淑儀、周浩
鼎和謝偉俊閉門會面，美國駐港總領事唐
偉康亦有現身。
據引述，Carolyn Bartholomew在會上聲
言「中國（內地）沒有法治（there is no
rule of law in mainland）」。Robin Cleve-
land則稱美國政府過去對香港的承諾沒有
改變（still very committed to HK），但指
委員會在早前發表的報告中，指香港一旦
通過修例會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的措詞是
「刻意的（intentional）」。
郭榮鏗聲稱，代表團席間極度關心《逃犯
條例》的修訂，擔心通過修例將會「影響」
香港和美國之間的雙邊協議，包括香港和美
國之間的逃犯移交協議，同時「影響」《香

港政策法》以及香港的國際地位。

反對派趁機瘋狂抹黑
區諾軒則聲稱，代表團憂慮修例通過

後，在港營商的美國人會否「受到極壞影
響」，更為美國辯護，稱修例與在港美國
人和商業利益息息相關，故美方並非「干
預香港事務」。
譚文豪更配合美國國土安全部警告質疑

大疆無人機「有洩露敏感資訊風險」一
事，要求美方提出「實質證據」，「證
明」大疆以無人機收集非法資料，倘情況
屬實，香港「有需要關注」。

建制解釋修例有需要
葉劉淑儀則形容會上氣氛友好和坦誠，

與會者均能暢所欲言。會上，她向對方表
達香港有需要透過刑事司法互助打擊跨境
罪行。美國與香港一向在刑事司法互助有

緊密合作，而香港和美國關於逃犯移交的
協定寫明，美國移交至香港的犯人不能移
交其他地方。
她向對方說，香港需要刑事司法互助，以

打擊包括洗黑錢、恐怖活動、製毒和販毒等
跨境犯罪，而內地與香港更需要打擊跨境犯
罪集團販運毒品，對方亦表示重視該議題。
葉劉淑儀直言，不覺得委員會暫時有任何

結論：「我睇唔到美國有任何傾向要懲罰香
港。」她還帶同反對派議員早前暴力衝擊立
法會有關法案委員會的圖片紙牌，解釋過去
數星期反對派議員如何阻撓開會，知道「香
港所謂的『泛民』議員係點粗暴。」
周浩鼎則透露，他們在會上指，多份美

國報告讚揚香港有良好司法制度，並向美
方重申，香港法院對是否移交逃犯有把關
角色，且將來其他普通法地區都能向香港
要求移交逃犯，而美方代表聽取解說時
「非常留心」。

USCC訪立會 見識「泛民」多粗暴

中西區婦會促平機會譴責「胡言」■USCCUSCC部分成員與多名立法會議員舉行會議部分成員與多名立法會議員舉行會議。。

■香港中西
區婦女會到
平 機 會 遞
信，譴責胡
志偉侮辱女
性的劣行。

■李家超等出席自由黨有關修例的答問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