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抹黑法治失信 美化竄台暴徒
楊岳橋尹兆堅顛倒是非諉過政府 政界批斷送法治基石

楊岳橋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聲稱，他
「擔心」倘再有香港人獲得其他地方

的「政治庇護」，會影響香港的國際聲
譽，而外界會質疑香港的律政司「能否作
出公平檢控」。尹兆堅則稱，有關人等逃
到台灣，對香港社會而言是「一大警
號」，認為這反映「有市民」對司法制度
失去信心，又要求特區政府「特赦」有關
人等，及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問責下
台」云云。

盧瑞安：為撈選票抹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昨日指出，暴
徒在衝擊立法會大樓後選擇逃走，已證明

他們也自知當日闖入立法會大樓搗亂已經
違法，擔心要承受法律責任，但反對派議
員就顛倒是非，將責任推到特區政府身
上。
他點名批評身為法律界中人的楊岳橋，

沒有做好捍衛香港的司法制度的責任，反
而不放過任何一個抹黑的機會，公然為暴
徒塗脂抹粉、斷送香港最寶貴的法治基
石，目的只為撈取選票，延續自己的政治
生涯而已。

陳克勤：視法治如無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強調，該批暴

徒闖入立法會大樓，有系統、有計劃大肆

破壞大樓內的設施，已觸犯嚴重的刑事罪
行，但一直站在「最前線」扮演「人
牆」、阻撓警方執法的反對派議員，就處
處包庇袒護，甚至逼迫特區政府違反法治
精神不去追究有關的激進分子，完全視法
律如無物。

張國鈞：公然美化暴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則指出，根據

基本法，特首不能在未作出檢控前「特
赦」刑罪，檢控工作由律政司在不受干預
下獨立進行，而有關的暴力衝擊行動已嚴
重影響香港社會秩序和治安，但有法律背
景的「政黨領袖」就不斷誤導社會，更公
然美化暴力行為，煽動年輕人。他呼籲年
輕人為免影響個人前途，在表達意見時必
須守法。

葛珮帆：證與外力勾連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這批施

暴後潛逃者可以在短時間內聯絡到有關組
織並潛逃台灣，證明香港有部分人與境外

的政治勢力關係匪淺，而反對派議員為包
庇暴徒，更顛倒黑白是非，竟將他們畏罪
潛逃的行為「英雄化」，必須為損害香港
法治負責。
特區政府必須加強執法，以維護法律公

平、公正。

何啟明：楊尹言行可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示，當日闖

入立法會大樓的暴徒已涉嫌干犯刑事罪
行，他們逃離香港企圖逃避刑責，反對派
議員非但不譴責這違反香港法治原則的行
為，更企圖卸責特區政府，是要為暴徒
「漂白」，言行可恥。
他強調，香港法律制度公平、公正，所
有審訊過程都是公開、透明的，有人以任
何政治理由掩飾自己或他人的刑事罪行，
都是蒼白無力的，而接收該些暴徒的地
區，未來將必承擔相應的後果，即間接鼓
勵一批不願意為自己社會付出及承擔責任
者逃到當地，當地社會屆時就需要承擔後
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批曾參與衝擊立法會大樓的暴徒潛逃台灣，身為法律界中人的公民黨黨魁楊岳

橋，及在多場暴力衝擊期間阻撓執法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非但未有譴責有關人等所為損害香港法治，更將

責任推卸到特區政府身上，聲稱此事反映「有市民」對香港司法制度失去信心，抹黑香港的法治和司法制度。多名

政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香港反對派為求一己政治利益而包庇違法之徒，以各種歪理，抹黑香

港的司法制度，企圖美化暴徒惡行，將為未來埋下難以估計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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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柳權：紛爭應在法治軌道上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實習記者 韓昕媛 北

京報道）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全國人大常
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昨日
在京會見了「一國兩制青年論壇」京津冀訪問團。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何建宗在會面
後對傳媒引述黃柳權在會面中就當前香港局勢提到
兩點。一是希望香港各界在遵循基本法的框架下尋
找共識；二是強調無論任何紛爭，都應該在法治的
軌道上解決。張勇則在會面中強調，「一國兩制」
實踐過程中出現一些波折是正常的，但是中央對
「一國兩制」充滿信心，希望香港各界也不要灰心。

尋求共識要遵循基本法
何建宗向傳媒引述，黃柳權在會面中提到香港目
前情況不是很理想，並就此強調了兩點：第一點希
望香港各界在尋找共識過程中充分根據基本法，第
二希望任何紛爭都可以回到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又
引述張勇在會面中提到，「一國兩制」從1979年
提出已經40年，從1997年實施已經22年，從歷史
進程而言總體是順利的。
何建宗表示，張勇在會面中提到對香港有信心，
對「一國兩制」也有信心，還提到2003年時香

港也出現過大遊行的事，但都穩妥解
決。「他說，

『一國兩制』是一個新概念，在全世界都沒有實踐
過，實踐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也正常。但是中央對
『一國兩制』有信心，也相信特區政府有能力解決
問題，希望香港各界不要灰心，從歷史的角度去看
待近期出現的事件。」
張勇還在會面中鼓勵「一國兩制青年論壇」智庫

在香港推廣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如何進一步推廣？
訪問團顧問、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

俊勇表示，關鍵還在於要讓更多香港人了解國家的
司法體制改革歷程，比如國家在1978年的時候只
有一部法律，1979年才開始司法體制改革，如今已
經有273部法律，一萬多條法規條例，這些都是國
家司法體制改革演進的過程。
「可以說在很多施行大陸法的國家裡邊，我們
國家法制是比較完善的。這些歷程都應該讓香港
的民眾了解，過去很

多人認為國家是人治的社會，其實，我們國家早
已經擺脫人治，是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他
表示。何建宗則表示，近期智庫正在進行跨境福
利的研究，研究港人在大灣區如何獲得更好的跨
境福利，希望可以幫助更多香港人能看到大灣
區發展機遇。

▲黃柳權會見訪問團。 ▶訪問團在國務院港澳辦合影。

香港文匯報訊 央視在昨日發表的《國
際銳評》中，批評歐洲議會日前通過的涉
香港決議案，是對香港近期發生的嚴重暴
力行為視而不見，對香港警察遭受的傷害
麻木不仁，缺乏起碼的是非標準與法治觀
念，是對香港法治秩序的嚴重挑釁，粗暴
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和
堅決反對。
《國際銳評》指，香港一些極端分子近期

衝擊打砸立法會大樓、堵塞道路、襲擊傷害
警察，這些暴力行為有組織有計劃，已遠遠
超過和平表達訴求的底線，嚴重踐踏香港法
治秩序，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底線。這是
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及地區都絕不可容忍的。
文章又指，這些暴徒的殘忍行徑，遭到

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與譴責。然而，歐
洲一些人卻「選擇性失明」，竟然將其美
化成「和平示威」，不僅大言不慚地要求

香港特區政府放棄依法追究肇事者責任，
還反誣香港警察暴力執法。這種對待暴力
事件赤裸裸的「雙重標準」，違反國際法
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也撕下了歐洲法治
虛偽的面紗。在歐洲議會通過的所謂涉港
決議中，還攻擊中國政府破壞《中英聯合
聲明》、「干涉香港內部事務」，這完全是
一派胡言。
文章進一步指，英國對回歸後的香港沒

有主權、治權和監督權，中國政府依照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對香港行使主權。那些抱
着一份早就失效的歷史文件不放的議員
們，真應該好好去學一學歷史，不要再鬧
出這樣的烏龍，讓自己淪為國際笑柄
了！香港回歸22年來，中國政府依照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切實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香港民眾真正實現
了當家作主，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權
利和自由。歐洲議員們將中國中央政府對
香港事務的正當管制污衊成「干涉」，完
全無視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這一基本事

實，是造謠與抹黑。
文章最後強調，目前新一屆歐洲議會已經

選舉產生，中歐關係發展面臨新機遇。歐洲
議會此次通過的涉香港決議案雖不具備法律
效力，但它對外釋放了一個錯誤信號，不利
於中歐關係發展。目前，有相當數量的歐洲
公民和企業在香港生活和投資，如果歐洲一
些人想借機給香港「添亂」，那只會損及他
們自身的利益。一個良好的中歐關係符合雙
方利益，歐洲應該管好自己的事，用實際行
動同中方相向而行，維護中歐關係健康穩定
發展。

央廣電：歐議會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蘋
果日報》昨日頭版踢爆，在7月1日衝
擊立法會大樓的暴徒正竄逃台灣，其
中30多名已抵台，另最少30多人正計
劃潛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昨
日例行記者會上，「奉勸島內某些人
不要在這個時候跳出來假扮慈悲，他
們自己不過是個泥菩薩。」香港政界
中人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則
表示，有關人等獲安排竄逃台灣，證
明當日衝擊立法會大樓是有計劃、有
部署，為維護香港法治的莊嚴，執法
部門應盡快採取行動，加強執法，不
能讓違法者逃避法律的制裁。
《蘋果日報》昨日頭版報道，有逾

30名曾衝擊立法會的「學生」已抵達
台灣尋求「庇護」，另有約30名「示
威者」亦準備「逃亡」到台灣。該報
稱，協助有關人等的中間人已跟台灣
「陸委會」接觸並「尋求庇護」。
耿爽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被

問及有關問題時，首先表明這個並非外
交問題，「台灣島內某些人的言論，建
議你向有關部門詢問。不過，既然你這
麼關心，我忍不住說一句，我奉勸島內
某些人不要在這個時候跳出來假扮慈
悲，他們自己不過是個泥菩薩。」

暴徒竄台證衝立會有部署
保安局前局長、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昨日批評，有關人等觸犯了香港法
律，赴台尋求「庇護」是「無承
擔」，又批評若台灣執政當局庇護有
關人等，是向外間發出「台灣願意庇
獲罪犯」、不介意成為「逃犯天堂」
的不良訊息，影響香港和台灣關係，
包括兩地執法部門將來的合作。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批評，台灣的

蔡英文所為，證明她是以政治凌駕法
治，也凸顯當地法治的落後。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亦批評，台灣地區
領導人蔡英文聲稱會考慮為暴徒提供

「庇護」，將激發更多年輕人暴力違
法，令人覺得可「有樣學樣」，助長
香港的暴力滋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創

會會長陳曼琪指出，一旦有人在港涉
嫌集體違反法律後可以輕易集體或陸
續「着草」到他處逃避法律責任，將
損害香港的法治及治安，更影響香港
作為安全、守法、穩定的國際形象。
她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加緊調查及拘
捕涉案疑犯，將他們繩之以法。
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經民聯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在暴力衝擊立
法會大樓事件發生後，她已預計到會
有部分人，特別是那些公然故意煽動
群眾者會潛逃外國或台灣等地尋求
「庇護」，逃避承擔法律責任。倘特
區政府有證據證明有關人等蓄意使用
暴力，即使這些人已到其他地區尋求
並獲得「庇護」，特區政府亦應繼續
追捕，不容他們逍遙法外。

《蘋果日報》在頭版踢爆最
少有30名7月1日衝擊立法會
大樓的暴徒正計劃竄逃台灣，
暴徒的同路人呼天搶地，狠批
《蘋果》篤灰。

「Acr Airfortress」在fb發帖稱：「（『本
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黃台仰和（成員）
李東昇申請政治庇護足足花了一年多的時
間。為何紐約時報和英國金融時報要等他們
終於成功取得庇護後才公諸於世，而不是在
一年前就開始追蹤報導（道）呢？這就是記
者的職業道德。」
「獨」人「Kian Lee」亦發帖寸爆蘋果：
「如果1939年德國有蘋果《獨家突發—舒
特拉的名單曝光》。有傳名單上300人已到
安全地點，其餘數百人正計劃前往，料已與
當地組織聯絡。」
他續稱：「印刷版就出左（咗）啦，不如
叫蘋果開live直擊埋『義士』過境，順便直
播埋去到嗰邊同咩人接頭同點deal法？」
「Taurus Woo」則稱：「蘋果日報自詡自由

民主第一大報，公然宣講有『義士』準備潛逃，
有甚（什）麼客觀效果呢？就是政府收到了提
示，『黑警』將會聯同海關、入境處，在離港關

口佈下天羅地網。早前已有聽聞抗爭翌日機場
有人臉識別、『黑警』巡邏，可想蘋果日報報
導（道）後，義士離開更是難上加難。」
「城邦派國師」陳云根轉載一名彭博通訊

社記者的帖文，其中指，向《蘋果》披露有
關資料者「並非同路人」。陳云根稱：「彭
博新聞社的記者是這樣看事情的。這叫做新
聞道德。香港記者好少懂得。」此舉一併踢
爆了該彭博記者已經有既定的政治立場。
「陳漢深」聲稱：「蘋果日報將件事放喺
頭版公諸於世，令留港嘅抗爭者處於危險之
中！我相信個記者一樣認為蘋果日報並不是
抗爭者的朋友！」
fb專頁「泛民主派． 永遠站在抗爭者對

面」就發帖質疑：「各個同道要留意返，點
解蘋果日報可以有咁準確嘅數據，頭版篤灰
話有60人去左（咗）/準備過台灣？始終有
啲義士係抗爭新手，出事之後係咪有搵過販
民/ 民陣法律支援？」
該專頁回帶稱：「2014年嘅時候，有啲所

謂法律支援嘅販民律師係不屑前線抗爭者，
最出名嘅係『飛行模式』陳玉峰。……甚至
聽過呢啲律師到最後都係叫你向法庭認
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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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爽：勿假扮慈悲 各界：證早有預謀

■■尹兆堅企圖將暴尹兆堅企圖將暴
徒的暴行卸責政徒的暴行卸責政
府府。。尹兆堅尹兆堅fbfb圖片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