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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修訂《逃犯條例》，特區保安局
於2月12日至3月4日期間邀請公眾提
出意見。共接獲的4,500份書面表達
中，約3,000份表示支持，約1,400份表

示不同意。其中，不同意的主要是（有83%）不認同
內地的司法制度。
回歸初期，大家對「一國兩制」信心未足，因此採用

《逃犯條例》時未做相關修訂，但經過差不多22年，
大家應該清楚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是嚴格按照「一國
兩制」辦事。誠然，內地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與我們的法
律和司法制度有所不同，但是與香港簽訂移交逃犯協議
的其他國家﹙包括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中，有多少個
國家的法律與司法制度和我們相等或比我們更好呢？

以不相信內地司法制度為由反對修例沒有道理
況且201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法律體系基本建設完成。回歸以來的22年間，最高
人民法院完成了四個司法改革計劃，現在正進行第五
個。中國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肯定有很大的進步。中
國和39個國家締結了引渡條約，其中包括西班牙、葡
萄牙、法國、意大利等，個案方式處理的移交逃犯有加
拿大送返貪污犯賴昌星、美國遣返開平中國銀行分行的
主管楊進軍和鄺婉芳等，還有許多其他國家。有法律界
批評港府不應遣返逃犯至外地，除非該地的司法制度和
我們的司法制度相若。如果加拿大、美國、法國、西班
牙和意大利都認為中國內地是可被接受的逃犯遣送的司
法管轄區，為什麼香港卻認為內地不是？
2009年4月5日，台灣海基會和內地海協會簽訂了海

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兩地以雙軌立法
方式去落實，自此亦有不少相互移交的案例。僅以
2009年4月至2015年12月間為例，大陸遣返了446個
犯罪嫌疑人至台灣，台灣遣返11個犯罪嫌疑人到大
陸。台灣遣返的11人是：中興銀行董事長王某雄、槍
匪陳勇志、台灣前「立委」郭某才、台中「副議長」綁
架案主要嫌疑人許某祥、廣西南寧詐騙案余某螢、唐鋒
炒股案周某賢、高鐵爆裂物主要嫌疑人胡某賢、前嘉義
縣溪口鄉長劉某詩、腰斬棄屍案主要嫌疑人唐某及其前
夫張某峰、社保案主要嫌疑人許某同。國際法認許，雖
然兩個政府互不承認，為了人民的福祉，對方司法機構
作出的裁決，在某種情況下法庭仍予以執行。

綜上所述，以不相信內地司法制度為理由而反對修訂《逃
犯條例》，寧願放走罪犯也不會合作，是沒有道理的。
更何況移交逃犯程序在香港按照香港法律進行，並非

按內地法律進行，嫌疑人有充分抗辯和提出反駁證據的
機會。香港法官在國際上享有良好的信譽，司法水平
高，獨立而公正。香港法治在世界和亞洲都名列前茅，
我們完全相信他們審判的能力，能夠給予逃犯充分的人
權和法律上的保障。
有些人建議加上日落條款也是不可能的，既然要堵塞

漏洞便不能是暫時措施，沒有道理堵塞後又把漏洞重
開。
而對追溯權的反對，我認為則是一個誤解： 如果一

個人犯罪的時候，法律並不禁止他的行為，而新立法或
修訂法律有追溯力，那麼對他不公平，因為當時他的行
為不違法；但是現在談的追溯力，是指當時行為已經是
犯法，只不過因沒有移交逃犯協議而不能向法庭申請移
送。因此，要求修訂條例只可對條例修改後發生的罪行
產生效力，是沒有根據的，因為修訂條例對嫌疑人的刑
事責任並無影響，只是程序上的變化。（本文轉載自
2019年6月《紫荊》雜誌，續昨日，全文完。）

梁愛詩望
《
逃
犯
條
例
》
早
日
通
過
修
訂
讓
公
義
得
以
顯
彰
（
下
）

新來港人士挺修例息政爭不會「被代表」
特區政府決定本月12日將修訂《逃犯條例》送上立法會大會審議，隨着日子

臨近，反對修例的言行也愈演愈烈，近日更出現所謂新移民聯署反修例的現

象。不明真相的市民會以為，新移民也捲入反修例的政治漩渦中。據我所知，

事實並非如此。所謂新移民聯署反修例，只是極個別人士搞的小動作，絕對代

表不了新來港人士。絕大多數新來港人士都是愛國愛港，衷心希望香港和內地

繁榮穩定，絕對不會為了政治目的而抹黑內地、散播謠言、誤導市民。適逢國

家持續推出便利港人回內地發展的措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創造巨大機遇的新

時代，新來港人士奉公守法，勤奮拚搏，熟悉香港和內地的情況，支持通過修

例，完善香港法治，平息政爭；新來港人士希望和全港市民抓住機遇，積極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促進兩地和諧繁榮，共享安居樂業。

許榮茂 全國政協常委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眾所周知，新來港人士是新家
園協會的主要服務對象之一，社
會上出現所謂新移民聯署反修例
的情況，引起了協會的關注。我
們留意到這份所謂新移民聯署的
聲明，內容和格式跟日前出現的

其他反修例聲明大同小異，都是詆毀內地的法
治和司法制度，把內地形容為無人權自由的恐
怖之地，修例會讓內地的「魔爪」伸入香港，
為內地隨時來港抓人大開方便之門。而這份所
謂聲明打着新移民的旗號，自稱因為來自內
地，比土生土長港人更了解內地的司法不公，
所以更堅決反修例，其目的顯而易見，就是增
加危言聳聽的效果，放大恐慌情緒，欺騙和煽
動更多市民反對修例。

所謂聯署不代表新來港人士
協會的會員、義工加起來有超過
15萬人，大部分都是新來港人

士，就這份所謂新移民反修
例的聯署，我們專門向

協會各屬會的負
責 人 、

義工代表了解情況，得到的反饋是，協會的會
員、義工沒有參與所謂的聯署，不知道這個突
如其來的所謂新移民聯署是如何產生。我們的
會員、義工倒很想知道，以往社會上出現指責
新移民搶佔香港醫療、住屋、教育福利，侮辱
新移民是「蝗蟲」的時候，怎麼不見這個聯署
出來替新來港人士發聲。這個所謂新移民聯署
是真正代表新來港人士，還是其他別有用心的
政治勢力?
除了所謂新移民聯署，近日社會還出現各種

「聯署」，短短幾日內就有「幾百間」「學
校」乃至全港不同界別、不同宗教、不同人士
的「聯署」。這些「聯署」沒有任何監督和核
查，究竟有多少真實性、可信性，為了什麼目
的，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新來港人士來自內地，熟悉了解國家發展
取得的巨大成就，也知道其中的進步來之不
易，儘管國家發展仍存在值得完善的地方，
但新來港人士會理性客觀地看待這些不足，
不會因此全盤否定國家的制度，把內地的司
法制度說得一文不值，更不會借此破壞兩地
和諧，把「兩制」對立起來。修例只是堵塞
法律漏洞，令兩地法治清明，彰顯公義，有
利營造更好的生活、工作環境，有利於新來

港人士尋求更美好的生

活。正如我們的會員、義工表示：「新來港
人士又不是逃犯，為何要害怕修例？我們不
想『被代表』!」

發揮熟悉兩地優勢促進融合
香港本來就是個移民城市（92%人口是華

裔，不同時期來自內地不同省份），他們來到
香港落地生根，積極融入香港，成為港人的一
分子，經過數代人的艱辛努力，在獅子山下同
舟共濟，創造了東方之珠的奇蹟。回歸以來，
「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香港保持了繁榮穩
定。國家發展進入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推出，港珠澳大橋、高鐵通車，「一地兩檢」
運作暢順，兩地融合越來越緊密；從中央到廣
東省不斷推出各項便利港人到內地生活、工
作、發展的政策措施，港人的發展空間和機遇
也越來越大，新來港人士將繼續發揮熟悉兩
地的優勢，消除港人對內地的誤解和憂
慮，促進兩地人民增強互信和融合，
共享國家發展的紅利。說新來
港人士反修例，大家不妨
一笑置之。

「旺角暴動」後背棄「戰友」而棄保潛逃的
「本土民主前線」黃台仰和李東昇，上個月向
外表示已經獲德國批出難民庇護申請。由暴徒
成為難民之後，黃台仰及李東昇也重新高調起
來，周二並現身公開場合，在德國柏林出席由
該國綠黨舉辦的「六四」30年研討會。
這些所謂研討會，不過是抹黑大會，一早已

有預設立場。黃台仰在發言時先是肉麻感謝德
國為他們提供難民身份，「恩同再造」。之後
開始大放厥詞，指自己參與2014年「佔中」
時，曾經被警員用槍指向臉部，更聽到解放軍
坦克可能跨境到香港云云。對於《逃犯條例》
修訂，他自然緊跟主子的立場，上綱上線地指
這等同容許中國政府「合法綁架」，不明白為
什麼港府願意將自己的市民送到內地遭受酷刑
對待。他指香港不單止是全球金融中心，亦是
國際非政府組織向亞洲地區宣揚人權、自由的
地方，因此覺得《逃犯條例》修訂會將內地和
香港之間的防火牆「廢武功」，「一國兩制」
為此名存實亡。

謊言連篇顛三倒四
黃台仰是一名政治投機分子，沒有承擔、沒

有誠信、沒有操守，他指自己在「佔中」時被
警員用槍指向臉部，完全是含血噴人，不過為
自己「臉上貼金」，以示德國的收容「物有所
值」。從他過去多次政治衝突的「表現」，幾

乎每次爆發衝突後，他都是早早避到一邊隔岸
觀火。作為「旺暴」的主事者、策劃者，黃台
仰搞出一場暴亂，導致多名「戰友」被捕，而
自己卻早早逃走，背棄「戰友」，這樣的人怎
可能令自己處於危險之中？又何來什麼警員以
槍指頭？如果真有其事，《蘋果日報》豈不早
就頭版頭條報道？
黃台仰不但是大話精，更自甘當外國主子的

奴才，在《逃犯條例》修訂上為主子賣力效
勞，不過礙於水平問題，指控卻是顛三倒四，
毫無邏輯。如果修訂等同容許內地「合法綁
架」，然則，中國已經與54個國家締結引渡條
約，包括法國、比利時、澳洲等，而美國、英
國、加拿大等國家亦與中國簽署了刑事司法協
助條約，黃台仰言下之意，豈不是指這些國家
都任由國民被綁架？

污名化修例荒謬
而且，修例移交的是重罪重犯，不是一般市

民，這些人在內地或其他地方犯了重罪，被移交
當地受審，合情合法合理，各地理應配合移交伸
張正義，又何來什麼將自己的市民送到內地遭受
酷刑對待？或者，黃台仰自己都是重犯，都因為
犯下重罪而潛逃，對於逃犯的處境感同身受，
對於逃犯的安全有唇亡齒寒之感，所以大力反
對修例不難理解。但抹黑也要提出理據，黃台
仰不學無術，作出的荒謬指控不過貽笑大方。

黃台仰說香港是金融中心，修例將令香港失
去「防火牆」，令「一國兩制」名存實亡云
云。香港當然是金融中心，但卻不是罪犯中
心，香港更加是法治之區，不是犯法避風塘，
自然不能坐視大批罪犯潛伏香港社會。其實，
全世界的政府都不會希望罪犯到來，除了如德
國般因為政治原因而公然招徠罪犯，藏污納
垢，但這終歸不是主流。對於罪犯最好的處理
就是放回犯法地，讓他們承擔責任，這才是法
治之區應有之義，才是維護香港金融中心聲譽
的重要舉措。而不是如德國般，為暴徒罪犯提
供難民庇護，此舉等同為暴徒提供保護傘，解
除其後顧之憂，這種干預他國內政的行為，在
全世界都不會容許。難怪黃台仰對「新的祖
國」感恩戴德，急急出來為主子效勞。

黃台仰荒謬指控的背後，反映其人的墮落軌
跡。在澳洲讀書不成回流香港，繼而投入激進
政黨，眼見上位無望又投向「港獨」陣營，搞
出一場又一場的暴力騷亂，將自己的「戰友」
一個又一個地送進監獄，而自己則出賣「戰
友」逃亡，尋求外國庇護，由暴徒到罪犯再到
逃犯，現在索性投身洋奴行列，為外國主子搖
旗吶喊，擔任傳聲筒，其人之墮落無恥可見一
斑。今日在獄中服刑的一班舊「戰友」，獄中
「放風」時在電視新聞看到黃台仰西裝革履、
意氣風發地指點江山，不知有何感想？或者只
有四個字：悔不當初。

黃台仰由暴徒、逃犯到洋奴的墮落軌跡
龔信之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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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啟：
因端午節假期，本版6月7日休刊

就在這些天，出現在中國多個省份上空的神
秘天象引發廣大網友好奇熱議的時候，火箭軍
官方賬號@東風快遞發佈了一條微博，正當廣
大網友還在猜測的時候，中國海軍官方賬號@
人民海軍也加入互動，發佈了一條微博呼
應……
火箭軍「UFO」微博發佈兩個小時後，中國

海軍官方賬號@人民海軍也發佈了一張看不出
型號的導彈海上發射的圖片，並艾特中國火箭
軍官方賬號@東風快遞稱，#海語海言# 你也相
信UFO嗎？@東風快遞晚安，小海粉。

這也算是兩大軍種最大的官宣了，這是自信
的表現。
圍繞這次試驗，這裡面重點回答幾個核心問

題。
一是渤海灣「射彈」是新型潛射導彈嗎？
是，沒錯。
中國需要新型的戰略潛射洲際導彈。在渤海

灣試驗的就是潛射彈道導彈，這裡是中國潛射
導彈的試驗區。渤海灣海域相對比較封閉，便
於保密和安保工作的開展，這裡是理想的潛射
導彈試驗的場所。加之，靶場末區在新疆，這
就可以實現導彈的準全程飛行試驗，驗證效果
會比較充分。加之，網友們在山東、河北、河
南看到的飛行軌跡正是潛射導彈在助推段飛行
試驗時的場景，比較符合潛射導彈全程飛行的

基本軌跡。由於094型戰略導彈核潛艇已經戰
備值班，研製新型核潛艇和新型導彈就顯得至
關重要。畢竟與美國和俄羅斯的戰略導彈核潛
艇和潛射導彈相比，中國的094和「巨浪」技
術組合相對比較落後，需要迎頭趕上，盡快做
新型導彈的試驗就很有必要。
二是火箭軍和海軍為什麼同時發聲，這可是

前所未有的？
前所未有。
因為這次試驗的導彈是海軍和火箭軍通用的

一類洲際導彈，這兩種導彈是孿生兄弟，無論
是「巨浪下海」，還是「東風上岸」，都是一
種技術的兩種應用，這就實現了導彈研製的通
用化和維護保障便捷化，也會大大減少研製成
本，降低服役周期，武器的三軍通用化是軍事
現代化的發展方向。所以，海軍發射導彈，火
箭軍興奮，因為兩者本就是同根生，相親才是
真。
三是新型導彈是否試驗了「高超音速戰鬥

部」？
網友們看到的只是導彈助推飛行階段，這段

時間很短，在穿越大氣層時會與水汽等形成物
理反應，再加之發射時間臨近黃昏或凌晨時可
以反射太陽光，就形成了五彩祥雲般的UFO景
象。但這次試驗究竟投放的是什麼戰鬥部，網
友們的肉眼凡胎是看不見的。但有一點可以肯

定，這次試驗的主要是導彈平台，是否能攜帶
高超音速戰鬥部並不重要，因為高超音速戰鬥
部就是該平台可以攜帶的戰鬥部的「一種」，
是「之一」的概念。只要把平台建設好，攜帶
什麼樣的戰鬥部都是可以的，戰鬥部是通用
的，各種導彈都可以攜帶。無非就是攜帶多少
個的問題，無非就是在什麼階段釋放戰鬥部有
一些區別，比如在臨近空間階段釋放高超音速
戰鬥部，而在自由飛行段釋放其他的核常戰鬥
部，包括具備分導能力的多個戰鬥部。
四是「香會」期間射彈在警告誰？
試驗本身就是一種威懾力，誰對中國構成威

脅，試驗就針對誰，不針對第三方。
「香會」不僅要講狠話，也要有實際行動來

展示決心，同時又是射彈，又是南海演習，針
對誰，誰心裡最清楚。但這次試驗拋開震懾力
外，更主要的就是要試驗，既然是新型洲際導
彈，強化試驗就十分必要，尤其是新型導彈需
要大量測試，既然一個技術兩種導彈，技術相
通，那該型號的導彈試驗就可以有一定的累加
試驗效果，海軍試驗加上火箭軍試驗次數就是
總的試驗次數，儘管兩類導彈的試驗各有各的
門道，但同一種技術的驗證是可以同步累計
的，這個不存在問題。
渤海射彈網友晒，兩大官宣齊喝彩。技術本

是同根生，遙相呼應也必然。

渤海灣「射彈」在警告誰？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2003年「二十三條立法」時，由於
香港經濟自1997年亞州金融風暴後一
直通縮，反對派媒體用上很多「恐

嚇」手法，讓港人對「二十三條」有很多誤解，再加
上個別商界議員倒戈，令反對派成功推倒「二十三
條」立法。到了2019年的今天，縱使同為特區的澳
門已成功為「二十三條」立法10年，澳門居民的自
由絲毫不受影響，但香港回歸22年卻仍然沒有完成
憲制責任。中央和特區政府以事緩則圓的取態來處理
有關問題。
然而，反對派卻不因應國際和國內形勢轉變，誓要與

內地對着幹，不肯承認內地發展成就中有香港可借鑑之
處，反而戴着「有色眼鏡」看待內地，以為與內地有關
的事，必定不好，反對派完完全全活在自己幻想的「內
地」中。
舉個例子，內地大行其道的移動支付，筆者在內地坐

的士，到菜市場買菜，都無須帶現金，只要確保手機有
電、有網絡便可以。這種方便在香港無法享受。不信？
你只拿個八達通去坐的士、去街市買菜試試，肯定支付
不了。香港在某些領域落後內地，反對派不會告訴你，
由反對派把持的教協，更不會讓老師告訴學生。
美國為了在5G技術上不讓華為趕過頭，竟然做出

「胡亂抓人」的勾當。近日聯邦快遞竟然把華為的信
件，「錯送」到美國，是否要配合美國打壓華為，不言
而喻。
自6月1日開始，申請美國簽證，要申報個人過去5

年的社交賬戶資料，美國不是最重視、最保障言論自
由、通訊自由的嗎？更不要說2013年6月，前美國中情
局特工斯諾登爆出美國竊聽全球的大醜聞。這些事實，
反對派不會告訴你，更不會譴責美國，反而為美國張
目。
反對派還和「港獨」合流，以「言論自由」之名為散播

「港獨」提供平台，令香港市民更加看清他們真面目。
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修訂《逃犯條例》，反對派不擇

手段，虛張聲勢，甚至盜用學校名義，強行代表各學校
的畢業生，搞「發水聯署」，目的不過催谷反修例的遊
行人數。對此，反對派更不會告訴市民真相。
如今，建制派議員和全港市民夠定力，完全可以順利

通過條例修訂，彰顯公義，又不影響市民的權利。情況
將一如澳門「二十三條」立法10年，澳門居民權利完
全不受影響，反而發展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