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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昨日宣布：近日，加拿大、

澳大利亞和英國以中國制定

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為

藉口，單方面宣布暫停與香港特區簽訂的《移交

逃犯協定》，此舉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

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中方對此堅決反

對。為此中方決定香港特區暫停港加、港澳、港

英《移交逃犯協定》，同時決定香港特區暫停港

加、港澳、港英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港停與加澳英司法互助協定
新西蘭停對港移交逃犯協定 外交部：保留進一步反應權利

■香港文匯報

汪文斌昨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一直以來，香
港特區在中央政府的協助和授權下，根據基本法，在

協定框架下，向加方、澳方和英方提供了積極協助，加方、
澳方和英方將對港司法合作政治化的錯誤行徑，嚴重損害了
香港特區同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之間開展司法合作的基
礎，偏離了司法合作、維護正義和法治的宗旨。
他宣布：「為此，中方決定香港特區暫停港加、港澳、港
英《移交逃犯協定》，同時決定香港特區暫停港加、港澳、
港英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促新西蘭立即糾正錯誤
另外，7月28日，新西蘭副總理兼外長彼得斯宣布，新西
蘭政府因對中國實施香港國安法表示關切，宣布暫停新西蘭
與香港《移交逃犯協定》。在昨日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中
方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回應說，新方的有關言論以及所宣布的舉措，是完
全建立在對香港國安法的錯誤解讀之上。新方的有關的做法
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對此表示強烈反對，並保留作出進一步反應的權利。
他說：「我願重申，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
移，任何對華施壓的圖謀都絕不會得逞。」
中方敦促新方立即糾正錯誤，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
務和中國內政，以免給中新關係造成損害。

駐新使館：對華施壓圖謀絕不會得逞
對於新西蘭政府暫停與香港《移交逃犯協定》，中國駐新
西蘭大使館發言人昨日回應說，新方有關決定嚴重違反國際
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
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說，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預。香港國安法是確保「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重要舉措。法律實施後，香港的法律體系將更加
完備，社會秩序將更加穩定，營商環境將更加良好，有利於
香港繁榮穩定。
發言人強調，任何對華施壓的圖謀都絕不會得逞。中方敦
促新方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改弦更張，停
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以免對中新關係造
成進一步的損害。

香港文匯報訊 根據中央人民政府
的指示，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分別向加
拿大領事館、澳洲領事館及英國領事
館發出通知，暫停履行《香港特區政
府與加拿大政府關於刑事司法協助的
協定》、《香港政府與澳大利亞政府
關於刑事司法互相協助的協定》及
《香港特區政府與英國政府關於刑事
司法協助的協定》。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通過法

律維護國家安全，是國際慣例。加
拿大、澳洲及英國都有維護其國家
安全和主權的法例，以及相關的執
行機制，例如：加拿大的《國家安全
法》（National Security Act）、《刑事法
典》（Criminal Code）、《資訊公開法》

（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安全
航空旅行法》（Secure Air Travel Act）
及《加拿大選舉法》（Canada Elections
Act）；澳洲的《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
（間諜及外國干預）法》（National Se-
curity Law Amendment （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Act）、《刑
事法典法》（Criminal Code Act）、《罪
行法》（Crimes Act）及《外國影響力透
明 化 計 劃 法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 Act）；以及英
國的《叛國重罪法》（Treason Felony
Act）、《官方保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政黨、選舉及全文投票法》
（Political Parties, Elections and Refer-
endums Act）及《保安部門法》（Secu-

rity Service Act）。」

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發言人說：「而他們卻以香港國安

法為藉口，單方面暫停與香港特區簽
訂的《移交逃犯協定》，是屬於雙重
標準的政治操作；並粗暴干涉中國內
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香港特區政府對此強烈反對。
加方、澳方及英方將司法合作政治化
的錯誤行徑，嚴重損害了香港特區與
加拿大、澳洲及英國之間開展司法合
作的基礎。為此，香港特區政府按
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暫停履行港
加刑事司法協助協定、港澳刑事司
法協助協定及港英刑事司法協助協

定。」
發言人說：一直以來，香港特區政

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權和協助下，
以互助互惠原則，依法與加方、澳方
及英方在移交逃犯協定和刑事司法協
助協定的框架下進行緊密和有效的執
法合作。縱然《香港特區政府與加拿
大政府關於刑事司法協助的協定》、
《香港政府與澳大利亞政府關於刑事
司法互相協助的協定》及《香港特區
政府與英國政府關於刑事司法協助的
協定》暫停運作，但香港特區具備完
備的司法互助和移交逃犯合作機制，
香港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秉持互助
互惠原則，與國際社會其他成員依法
進行執法合作。

特區政府：單方面停「移犯」屬雙重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通社報
道，對於新西蘭等國暫停與香港移交
逃犯協議，香港法律專家批評這是政
治凌駕法治。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
主席傅健慈接受該社專訪時指出，這
些國家暫停與香港的移交逃犯協議，
都是政治操作，可以說是政治凌駕法
治，同時對自己國家也不利，有機會

讓自己的國家成為「逃犯天堂」。
傅健慈表示，「五眼聯盟」國家之所

以暫停與港移交逃犯協議，矛頭針對的
是香港國安法。這些國家以香港國安法
為藉口，暫停與香港的移交逃犯協議都
是政治操作，他們的理由完全沒有證據
和事實支持，都是無理的指控。每一個
國家都會盡力保護自己國家的主權統一

和國家安全，英美等國不僅勾結反中亂
港分子在香港從事破壞、滲透且違法的
行為，還干預香港事務，說明他們有明
顯的雙重標準。
他強調，暫停與香港的移交逃犯協
議，目的可能是在為香港的反中亂港分
子提供背後所謂的支持，從而讓這班人
以為自己可以逃脫香港法律的制裁，間

接鼓吹他們盡情在香港破壞、滲透。事
實上，只要在香港犯法，警察很快就會
進行拘捕，拘捕後能否逃得了？即便逃
走了，將來國際形勢若發生變化，移交
逃犯條約也有可能重開。
他重申，新西蘭等國的無理指控和舉

措，違反了法治，罔顧國民基本利益，
因為自己的政治利益就找一個藉口來打
壓，甚至嘗試制裁內地和香港，這是不
公平也不公道的，可以說是政治凌駕法
治、經濟發展以及國民公眾利益。

法律界批停「移犯」是政治凌駕法治

▲汪文斌昨日宣布，中方決定香港特區暫
停港加、港澳、港英《移交逃犯協定》。

資料圖片

▶汪文斌指出，加拿大、澳洲和英國以中
國制定香港國安法為藉口，單方面宣布暫
停與香港簽訂的《移交逃犯協定》，是粗
暴干涉中國內政。圖為香港中區懸掛的
「國家安全法」宣傳海報。 資料圖片

全港今日起禁止食肆堂食，同時收緊
「限聚令」到不得超過兩人。疫情持續
肆虐下收緊防疫措施非常必要，但無可
避免重創飲食及商業零售界。本港經濟
正面對極其罕見的艱難時刻，小商戶若
得不到緊急協助，勢必出現大規模結
業，造成大量失業，令經濟生態受到嚴
重破壞，在疫情平穩後復原艱難。業主
與商戶是命運共同體，大企業、大業主
的抗逆能力相對較強，應該在非常時期
作出更大擔當。特區政府一方面應帶頭
向受影響商戶減租，同時呼籲大業主跟
隨；另一方面，要盡快研究推出援助小
商戶的紓困措施，力免出現大規模結業
潮。

第三波疫情給港人生命健康帶來極大
威脅，政府收緊防疫措施，包括落實全
面禁堂食，飲食業和零售業受到影響首
當其衝。很多食肆雖然努力轉型做外
賣，但外賣畢竟無法彌補堂食損失的生
意額，普遍估計營業額跌七至八成。業
界估算若堂食禁令維持21天，會令整體
生意額損失70億元。零售業雖然不受禁
堂食令的影響，但隨着市民在疫情下減
少外出，商場人流大減，零售管理協會
形容到了「山窮水盡、隨時崩潰的狀
態」。

在抗疫的關鍵時刻，大業主、大企業
必須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為商戶提供租
金寬免措施。說到底，業主、商戶同坐
一條船，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業主管
理得當、商戶經營有道，才能令商場人

流暢旺，在好景時，商戶賺到錢，業主
才能加租；在如今艱難時期，商戶生意
難做，隨時因為撐不下去倒閉，如果業
主不理商戶死活，拒不減租紓困，其實
無異於殺雞取卵。

從經濟生態來說，政府、大企業、小
商家，乃至市民和社會各界都是「命運
共同體」。全港餐飲業和零售業的總僱
員人數逾30萬人，計及他們的家人，人
數近百萬。收緊防疫措施是保障市民健
康安全必需，餐飲零售業若因收緊防疫
措施而爆發倒閉潮、失業潮，反過來對
內需又產生負面影響，對經濟的衝擊會
以乘數效應擴大數倍，形成惡性循環，
本港經濟元氣大傷，疫後復甦需要更長
時間，全港各界要承受更大痛苦。

特區政府、大企業擁有較多資源和雄
厚實力，有足夠的現金流抵禦短期的陣
痛，應該承擔更多防疫的代價。特區政
府首先應該帶頭對政府物業的小商戶減
租，政府做大股東的港鐵等企業亦應做
好社會擔當、照顧中小企的榜樣。同
時，政府應大力呼籲大企業、大業主為
受疫情影響的商戶提供租金寬免；政府
還應為受疫情影響的商戶推出新支援措
施，協助小商戶、中小企度過時艱。防
疫抗疫的代價應由全社會共同分擔，若
只由個別行業和經濟群體來承擔，有失
公平原則，亦不利本港經濟早日復甦和
社會和諧。政府、大業主、大企業應更
多體恤小商戶、中小企的困難，提供更
多支援。

減租救商戶 大企業要有更大擔當
港大校委會昨日以極大比數決定即時解僱戴耀

廷。戴耀廷這個惡行纍纍的反中亂港禍首終被港
大逐出校門，是本港撥亂反正、重歸法治的重要
標誌性事件，順應民意、大快人心，顯示港大校
委會敢作為、立正氣，有利港大擺脫政治化干
擾，專注科研教學、培育人才，絕非「打壓學術
自由」等污名所能抹黑。戴耀廷之流的「黃
師」、公職人員為數不少，清理這些害群之馬的
工作任重道遠，政府和有關機構須迎難而上，有
擔當、肯負責，以堅定的清肅行動彰顯法治公
義，明辨是非曲直，為香港發展正本清源，確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戴耀廷近年披着港大法律學者的外衣，鼓吹
「違法達義」、「港獨」、「真攬炒」，不斷興
風作浪，不僅為反中亂港暴行提供「理論指
導」，造就了梁天琦、周永康、梁繼平、張崑陽
等一批沉迷「港獨」主張、暴力抗爭的亂港分
子；更親自組織、策劃違法「佔中」，令本港尊
重法治的良好傳統和社會核心價值遭受重創。去
年的修例風波是「佔中」的延續、翻版，其實質
是外部勢力插手掀起的港版「顏色革命」，導致
本港法治崩潰、黑暴氾濫，修例風波的發生，戴
耀廷絕對難辭其咎；戴耀廷還持續發起所謂「雷
動計劃」、「風雲計劃」，直至最近的所謂「初
選」，肆無忌憚操縱選舉，以達成「攬炒香
港」、顛覆政權的險惡圖謀。

可以說，戴耀廷長期以學者身份作偽裝，充當組
織、策劃、實施、煽動、教唆反中亂港的幕後黑
手，是港大之恥。港大作為百年學府，為捍衛校
譽，重整校風，港大校委會依據《香港大學條
例》，通過嚴格規範的程序，以18比2的壓倒性比
數，把戴耀廷驅離講台、逐出港大，是對校規校紀

嚴肅性的堅定維護，是對大學正常教學秩序和教學
環境的淨化，體現了對大學之道的堅定捍衛和對香
港社會整體利益的高度負責，符合公眾期盼，維護
了社會公義。

而可笑可恥的是，戴耀廷不承認自己被解僱是咎
由自取，反而振振有詞辯稱，辭退他的決定，
「標誌香港學術自由的終結」，他「不會停止為香
港的法治而戰」。在基本法保障下，本港大學享有
高度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但行使學術自由、言
論自由必須建基於守法的基礎之上，戴耀廷利用港
大的平台、學者的身份，鼓吹違法暴力、煽動「港
獨」，知法犯法，完全與學術自由沒有任何關係，
更有何顏面奢談「為香港的法治而戰」。將戴耀廷
清除出港大，正是維護本港學術自由，不讓「不智
無德、失職敗行」之罪犯玷污了大學的神聖純潔。

港大校委會的正義行動，也為本港各方清理害群
之馬樹立了榜樣。本港有類似戴耀廷之流的「黃
師」盤踞校園，賴德鐘、張銳輝等「黃師」散播顛
倒是非、鼓吹違法暴力的謬論，煽動仇恨情緒，致
使部分青年學生遭受誤導和毒害，修例風波中有數
以千計學生因干犯暴動罪而被捕，令人痛心，反映
「黃師」誤人子弟、摧毀香港未來的禍害深重；顏
武周等「黃公務員」、「黃公職人員」潛藏公務員
隊伍、公立醫院，騎劫公務員隊伍，策動亂港禍港
集會罷工，罔顧法治、犧牲港人利益，衝擊香港繁
榮穩定。要清理「黃師」、「黃公務員」、「黃公
職人員」難免會遇到阻力、反撲，但港大解僱戴耀
廷，開啟懲惡揚善、維護正義之風氣，顯示正義或
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各教育機構、公營機
構、政府部門同樣要勇於擔當，依法依規嚴肅處理
這些違法違規者，避免學生再被荼毒，確保公營機
構、政府部門嚴格依法辦事。

將戴耀廷逐出港大 撥亂反正彰顯正義

社
評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