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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商挺修例：唔係罪犯使乜驚
新地：續大量投資內地業務 呂志和：大家都公正守法

郭基泓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被
問及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看

法，他表示，新地在香港、內地、海外
所購買、管理的物業都秉承奉公守法，
「集團主席即係我Daddy（郭炳聯）一
路都提醒同事，做生意要遵紀守法，做
生意一定要遵守（法規）。」他強調，
修訂《逃犯條例》對集團業務不會有影
響，亦會繼續大量投資香港和內地業
務，希望可以支持香港和國家的發
展。

郭基泓：修例無礙業務
隨後新地公關發言人補充，集團海外

物業比重較低，主要仍在內地，故此集
團未來會繼續大量投資內地業務。換言
之，不管未來修例結果如何，新地不會
改變以內地為主要投資、發展的方向，
亦不存在撤資等。
據了解，新地在內地和其他地區已落

成物業達1,430萬平方呎，發展中即未落
成物業更達4,880萬平方呎，專注在上

海、北京、大灣區等一線城市發展住宅
和大型綜合項目，唯一海外物業坐落在
新加坡中心地帶。
呂志和昨日在出席嘉華國際股東會後

亦被問到對修訂《逃犯條例》看法，他
笑着回應指，「沒有犯罪就無須擔心，
大家都公正守法，又是良好市民。」
他反問：「你又唔係罪犯，使乜

驚！」現場有小股東經過，聽聞隨即大

聲稱讚呂志和「講得好！」
此外，「賭王」何鴻燊之子、新濠博

亞娛樂主席兼行政總裁何猷龍昨日在另
一場合亦表態支持《逃犯條例》修訂。

何猷龍：港美之間有移交
他表示，香港與美國等其他國家之間

有移交條例，「冇理由香港同祖國就沒
有協議，否則就顯得有些荒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反對派危言聳聽稱《逃犯條

例》修訂，會破壞本港營商環

境，引發各方企業撤資及變賣物

業，也會讓地產股受壓。昨日，

兩家地產商「新鴻基地產」與

「嘉華國際」的話事人，在被問

及修例事宜時，都反駁相關看

法，他們均指「遵紀守法就不怕

修訂《逃犯條例》」。新地第三

代接班人、執行董事郭基泓直

言，修例不會影響集團未來的業

務發展，依舊會專注本港和內地

業務。嘉華國際主席呂志和則笑

言：「你又唔係罪犯，使乜

驚！」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本身是資
深大律師的監警會主
席梁定邦指出，法律
界處理過不少逃犯移
交相關個案，不相信
業界會對《逃犯條
例》修訂內容有誤
解，但承認業界對修
例建議提出的疑問，
是基於業界對內地刑
事審判制度缺乏認
識。

梁定邦：港律師多接商業案
梁定邦昨日與傳媒聚會時未有評論政府提出的《逃犯條
例》修訂，但強調法律界對條例並不存在誤解，「他們平
日處理不少移交申請，沒有可能不認識修例建議。」
不過，梁定邦指香港律師有份處理的內地法律事務個
案，主要只是涉及商業法，「包括我自己在內絕大部分本
港法律界人士均不清楚內地刑事審訊制度如何運作，所以
他們亦對修例有較多疑問。」
另外，「民陣」將於周日舉行反修例遊行，梁定邦透露
警方已部署大量警力維持秩序，監警會會密切留意事件，
但指除非有突發事件發生，否則監警會不會派出監察員觀
察遊行。

法律界有疑問
因不熟內地刑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
風）反對派近日積極把學界捲
入《逃犯條例》修訂風波，個
別教育團體更趁機煽風點火，
製作所謂反修訂小冊子滲入校
園。教育評議會昨日發出聲
明，批評有關宣傳單張只列出
單方面意見，有違民主教育及
教育專業操守。聲明又指在目
前情況下，外地犯罪分子有機
會匿藏香港，有修例的必要
性，認為部分人以政治立場作
動員，干預及阻止立法程序的
進行，有違本港法治精神。
教評會昨日就《逃犯條例》

修訂事宜發出聲明，指出現行
《逃犯條例》漏洞頗多，使得
外地的犯罪分子可匿藏香港，
反之亦然。為伸張公平、公
正、公義的法治原則，有修例
的必要性。
該會認為，由特區政府提交
修例方案，再讓立法會進行辯
論後表決，是彰顯香港政制運
作及法治獨立的重要原則、不
能破壞。任何試圖以政治立場

作動員，干預及阻止立法程序
的進行，顯然違反法治精神。

宣傳單張意見偏頗
聲明不點名批評教協指，該
教師工會早前發出宣傳單張予
全港教師，只列出對抗修例的

單方面意見，有違民主教育要
多角度的思考；更武斷將《逃
犯條例》修訂定為「惡法」，
再呼籲教師遊行對抗修訂，既
違反法治精神，更違反教育專
業操守，認為那對整體教師、
學生以及家長毫不負責任。

教協煽教師上街
教評會批違操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繼與美國及加拿大駐港領事見面
後，特首林鄭月娥昨日續與多國駐
港領事和代表以及國際商會代表會
面，解說《逃犯條例》修訂。特首
辦發言人表示，林鄭月娥分別與70
多名各國駐港領事代表及20多名
國際商會代表會面。林鄭向與會者
詳細介紹是次修訂《逃犯條例》及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的
目標及內容，並與律政司司長鄭若
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以及律政司
人員回應了與會者提出的問題。
與多國駐港領事和代表的會面於

昨日下午3時開始，多國駐港領事
乘座駕抵達政府總部，包括曾就修
例與林鄭會面的歐盟駐港澳辦事處
主任卡門．卡諾、德國駐港總領事
林文禮、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
等。領事和代表約5時離開政總，
他們手持英文版本的修例宣傳小冊
子，以及5月31日立法會保安事務
委員會討論修例的文件。

唐偉康讚會面有用
唐偉康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今
次會議是有用的簡介會。
巴布亞新畿內亞駐港名譽領事詹

劍崙則指，特區政府在席間解釋整
個移交安排，強調巴布亞新畿內亞
支持修例。

巴新領事撐修例
特首與各國領事會晤後，其後與
外國商會代表見面，涉及國家包括
奧地利、新西蘭、法國、印度、意
大利、新加坡、日本、德國、瑞
士、加拿大、澳洲、丹麥及馬來西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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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
資料圖片

■何猷龍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 攝

■郭基泓 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 攝

■呂志和
資料圖片

■梁定邦（中）指，法律界對修例
建議的疑問，是基於對內地刑事審
判制度缺乏認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教協在fb煽動教育界參與遊行。 教協fb截圖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出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
員會特別會議後，被反對派議員包圍抗議，要求
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場面一度混亂。反對派
聲稱反修例的最主要原因，是要保障人權自由，
但他們在行為上卻是最不尊重人權自由，只是為
反而反。這種無底線的抗爭，再次表演唯我獨尊
的民主霸權，嚴重破壞行政立法關係，損害香港
的國際形象。相信特區政府會擇善固執，繼續耐
心解釋有關修例的各種問題，有效地釋疑解惑，
争取到越來越多民意的支持。

反對派此次反修例的最大借口，就是詆譭內地
司法不公、沒有人權保障。但是，昨日立法會保
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後，反對派議員暴力圍堵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用橫額阻止他前行，正正示
範如何剝奪官員的行動自由，李家超連最基本的
行動自由都被限制，失去基本人權和自由，足以
反映反對派口口聲聲捍衛人權自由的虛偽，更加
顯示反對派口是心非，打着人權自由的幌子反修
例，把人權自由當作政爭工具，其實最不尊重人
權自由的，正是反對派自己。

特首林鄭月娥上任以來，努力求大同、存大
異，真心誠意努力向立法會持各種意見的議員釋
出善意誠意，主動為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營造良好
氣氛，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也獲得主流民意的
正面回應。但反對派毫不領情，反而針對特首和
特區政府的言行變本加厲，在此次反修例中更暴
露無遺。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變身「爛仔偉」，公

然侮辱特首，冒犯全港女性；反對派自製
山寨法案委員會，癱瘓議會運

作；昨日又在立

法會內圍堵李家超，以民主霸權挑戰有商有量的
民主原則，令香港尊重法治、多元包容的國際形
象再次蒙污。

事實上，為了消除社會上對修例不必要的憂
慮，特首和特區政府官員連日來不厭其煩地游說
解釋。特首林鄭月娥昨日下午在政府總部及特首
辦，分別會見數十名外國駐港領事及國際商會代
表，就修訂《逃犯條例》作交流。林鄭月娥在會
上詳細解釋今次修例的背景和政府考慮，以及保
障措施等，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以及律政司的人員，也參與並解答與會者的
提問。參與會面的有70多名外國駐港領事和20
多名國際商會代表，當中包括美國駐港澳總領事
唐偉康、歐盟駐港澳辦公室主任卡諾，和德國駐
港總領事林文禮等。會後，唐偉康稱，今次會面
是一次有用的簡介。

昨日，律政司回應律師會就修例發表的立場
書時表示，修例目的是處理去年的台灣殺人
案，同時堵塞現行制度漏洞。現行《逃犯條
例》參考了聯合國範本，符合人權和法律程序
的通行做法，也平衡了緝捕逃犯及保障人權兩
方面的需要。按照條例草案訂定特別移交安
排，在保障當事人方面只會比《逃犯條例》規
定更多、而不會減少。

由此可見，特區政府在消除修例憂慮的工作
上做足功課，立場明確，表達清晰，充分說明修
例合憲合法、合情合理，保障人權自由。反對派
以暴力手段表達訴求，一再粗暴無禮對待政府官
員，只能說明反對派反修例已到理屈詞窮、黔驢
技窮的地步。

反對派圍堵官員 民主霸權破壞行政立法關係
早 前 被 指 提 供 來 歷 不 明 子 宮 頸 癌

（HPV）九價疫苗的環亞體檢集團宣佈清
盤結業，海關日前拘捕環亞的兩名董事。
非法進口水貨藥屬違法，危害市民健康，
嚴重傷害本港形象，執法部門須建立協調
機制，嚴防環亞「走數」，更要杜絕有人
借結業清盤逃避賠償，保障消費者的利
益。特區政府更要高度重視，全面檢討現
行醫療藥品監管制度是否足夠嚴密。

《大公報》早前率先踢爆有不良診所為
謀取暴利，用來歷不明的水貨疫苗為客人
接種，主要是針對來自內地的旅客。食衛
局上月 29 日回應指，衛生署共接獲 450 宗
相關投訴，涉及約 30 個醫療機構。換言
之，涉嫌以水貨疫苗牟利的機構絕不止環
亞一間。據全球領先的製藥保健行業資訊
提供商IMS統計，香港是全球第四大HPV
疫苗市場，累計有200萬左右內地女性到香
港接種，可見事件影響極大。

環亞清盤的消息傳出後，大批內地旅客
來港了解情況，他們都是已交足全部針
款，但只是打了一針或兩針的客人。由於
整個疫苗療程是6個月內分三針注射，現在
環亞公司戶口已被銀行凍結，公司董事已
被拘捕，恐怕旅客後續的疫苗注射已「凍
過水」。

報道所見，多位來港追究的內地客認
為，對香港醫療制度的信心，源於特區政
府的有效監管，對此次水貨疫苗事件，特
區政府不能坐視不管。水貨疫苗在本港已

經違法，診所收錢無針打更嚴重違約，嚴
重打擊旅客對香港醫療體系的信心。特區
政府必須雷厲風行，盡快協調行業應對。
首先是搞清楚受影響的消費者數量，成立
善後小組處理事件，確保交了錢的客人有
針打或安排退款；其次是嚴厲追究涉事企
業的責任，嚴防有人藉結業清盤逃避賠償
責任再改名另開診所，謹防有人有樣學樣
令事態擴大。

根據《進出口條例》，任何人士如非根
據進口或出口許可證的規定而進出口任何
藥劑製品，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
被判罰款50萬元及監禁兩年。但即使有法
可依，本港一些私家診所為內地客打HPV
疫苗的亂象，近年愈演愈烈，行內人所共
知。這些私家診所先是哄抬價格，把疫苗
炒上三針過萬元；有人更鋌而走險，從澳
洲、德國等地偷運水貨疫苗入境。在這個
過程中，未見當局主動執法，一直到傳媒
大幅報道，內地客群起維權，衛生署及海
關才在上月突擊搜查環亞兩間診所。

本港醫療質素在區內首屈一指，近年業
界和政府一直希望將香港打造為亞太區的
醫療中心，若對水貨疫苗事件處理不善，
難免傷害本港醫療系統的形象。特區政府
必須高度重視事件，深入調查，及時應
對， 加強監測疫苗來源，全面檢視現行法
例是否足以保障消費者權益，避免類似
事件重演。

加強醫療監管 防水貨疫苗事件重演

社
評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