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暫停港新兩司法協定
涉移交逃犯與刑事司法互助 特區政府：已通知新西蘭駐港領館

攬炒派議辦掛「獨語」林偉明促DQ兼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網媒《點新聞》報道，
有讀者報料指攬炒派元朗區議員黎國泳在其
議員辦事處內掛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的「港獨」標語，令人質疑黎國泳涉嫌觸犯
公職人員失當罪。元朗監察議會聯盟成員林
偉明表示，黎國泳明顯公然違反及挑戰基本
法和「一國兩制」的底線，當局應立即取消
黎國泳的議員資格，及考慮引用香港國安法
檢控。

黎國泳涉煽動鼓吹「港獨」
繼早前黎國泳被揭在攬炒派舉辦所謂「初
選」期間，不單在自己的辦事處門外張貼支
持「初選」活動的海報，更在「初選」當日

關閉自己的辦事處，要求全辦事處的職員到
場為攬炒派朱凱廸助選，放棄區內服務工
作，置市民於不顧。
《點新聞》近日再收到讀者報料，指香港
國安法正式實施後，黎國泳在元朗水邊圍邨
康水樓地下的議員辦事處內及門外均張貼
「港獨」標語「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有
煽動鼓吹「港獨」之嫌。

甄霈霖無視爆疫派劣罩
林偉明批評，黎國泳作為特區政府的受薪

公職人員，議員辦事處更是由政府開設的地
區辦事處，屬政府轄下的公眾地方，展示含
有「港獨」及破壞「一國兩制」的「光復及
革命」用意的海報及旗幟，明顯是公然違反
及挑戰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底線。
林偉明指，黎國泳按理已經違反當初區選

簽署的確認書內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
特區的條件，亦違反公職人員行為操守。他
認為，政府有足夠理據立即取消黎國泳的議
員資格，當局亦應考慮引用香港國安法檢控
黎國泳，以防止黑暴思想繼續在社區蔓延，

禍害社會。
另外，屯門再爆多宗確診個案，但區內攬
炒派議員甄霈霖卻給居民派發「薄如紙」的
「劣質口罩」，有居民透露根本不敢用，甚
至擔心使用口罩後反而會增加染疫機會。
《點新聞》記者昨日取得甄霈霖所派的口
罩，發現該懷疑「劣質口罩」比平常口罩較
薄。及後，記者將懷疑的「劣質口罩」與香
港本地生產的「CARE PULE」美國熔噴布
口罩對比，「劣質口罩」在正常燈光下亦可
見透光，口罩下的字隱約可見，但另一正常
口罩則不會透光。
記者又用電子磅測試懷疑「劣質口罩」重

量，可是由於太輕而未有反應，及後要將五
個同樣懷疑「劣質口罩」用於測磅，顯示只
有 0.01 千克。用本地生產的「CARE
PULE」美國熔噴布口罩五個作對比，則重
0.02千克。

居民批薄過紙唔敢用
屯門兆麟苑瑞麟閣一位居民7月20日確診

新冠肺炎，及後嘉麟閣亦同樣再有確診個

案，甄霈霖雖經常在facebook發布疫情消
息，但其所作所為並不得人心。兆麟苑居民
郭女士就直言，甄霈霖派發的口罩質素十分
差，比自己平日用以及在市面所買的口罩薄
超過一倍以上，懷疑是「劣質口罩」，自己
和家人都不敢使用。
亦有受訪的居民批評，現時屯門的情況嚴

重，甄霈霖不單未有做好區議員的工作，更

在邨內派發這些「薄過紙」的劣質口罩，擔
心有長者及市民未有發現而使用，不單未能
發揮抗疫保護功效，反而增加了受感染機
會，危害區內居民的生命安全。
其實甄霈霖日前企圖借疫情挑起社區衝

突，不斷在區內屋苑範圍內張貼煽動恐慌性
告示，又與管理處的保安發生衝突。兆麟苑
業主立案法團指，已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

■甄霈霖向居民派發的口罩，被批評「薄過
紙」。 甄霈霖fb圖片

■黎國泳被揭發在其辦事處內展示「港獨」
標語宣傳品。 《點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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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
府昨日宣布，根據中央政府指示，香港特
區政府昨日已向新西蘭駐香港總領事館發
出通知，暫停履行《香港特區政府和新西
蘭政府的移交被控告及被定罪人士協定》
及《香港特區政府與新西蘭政府關於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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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都有維護
其國家安全和主權的法例，以及相關的執
行機制，例如《情報及保安法》（Intelli-
gence and Security Act）及《1961年罪行
法》（Crimes Act 1961）。」
對於新西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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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區政府批評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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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強烈反對。特區
政府並指，新西蘭將司法合作政治化，嚴
重損害了香港特區與新西蘭之間開展司法
合作的基礎。
發言人表示，一直以來，香港特區政府

在中央政府的授權和協助下，以互助互惠
原則，依法與新西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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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與新西蘭的協定暫停運
作，但香港特區具備完備的司法互助和移
交逃犯合作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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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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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文斌表示，近日，新西蘭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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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有關做
法將對港司法合作政治化，粗暴干涉
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嚴重損害了香港特區與
之開展司法合作的基礎，偏離司法合
作維護正義和法治的宗旨，中方對此
堅決反對。
汪文斌宣布，為此，中方決定香港

特區暫停港新《移交逃犯協定》；同
時決定，香港特區暫停港新《刑事司
法互助協定》。
新西蘭副總理兼外長彼得斯日前表

示，中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損害「一
國兩制」，新西蘭無法確信香港目前
的刑事司法體系完全獨立於中國內
地。對此，汪文斌早前回應批評，新
方有關言論以及所宣布的舉措，完全
建立在對香港國安法的錯誤解讀之
上。新方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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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昨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有
記者問：瑞士外長在周日的採訪中
稱，中國正在偏離開放道路，侵犯人
權的情況在增加，並對香港國安法表
達了關切。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反駁瑞士外長干涉
汪文斌回應說，這樣的言論缺乏依

據，也不具建設性。我們多次強調，
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任何外國都無
權干涉。香港國安法將使「一國兩
制」在法治的軌道上行穩致遠。中國
人權狀況怎麼樣，中國人民最有發言
權，要看基本事實。中國始終堅持打
開大門搞建設，在中國新一輪開放特
別是金融市場開放中，瑞士信貸等金
融企業率先受益。中方希望瑞方珍惜
中瑞關係的良好發展局面，並恪守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汪文斌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中方決定

香港特區暫停與新西蘭的《移交逃犯協定》。

■汪文斌宣布，中方決定香港特區暫停港新《移交逃犯協
定》及《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外交部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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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覆核王」郭卓堅在攬炒勢力慫恿下，向
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指特區政府把立法會選
舉押後一年的做法違反基本法。這個挑戰政府決
定的司法覆核，無視甚至扭曲事實，極為荒謬無
稽；無視防疫抗疫的嚴峻形勢，罔顧人命，無良
冷血。特區政府押後選舉的決定，體現對科學防
疫的尊重，體現對市民生命健康安全的責任擔
當，決定合理合情合法，不容挑戰也無懼挑戰。
中央政府明確表示支持特區政府的決定，並將依
法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有關立法機關「真空
期」的安排，令特區政府的決定具有堅實的憲制
法律基礎。郭卓堅和其背後的攬炒勢力唯恐香港
不亂，刻意挑戰中央權威，注定不會得逞。

郭卓堅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法院頒發禁制令阻
止選舉延期，但連關鍵事實都搞錯。郭卓堅聲
稱，特首決定延後選舉一年，把立法會任期改為
5年，因此違反基本法第69條有關立法會任期4
年的規定。這明顯扭曲事實。特首會同行政會議
引用緊急法制定的規例，是將立法會選舉時間押
後一年，並不是將立法會任期由4年改5年；在
法理上，押後選舉規例下，本屆立法會任期仍是
4年，到9月30日結束。基於這個顯而易見的事
實，押後立法會選舉的決定並不存在違反基本法
的問題。郭卓堅的司法覆核依據的是不存在的情
況，根本是強詞奪理。

自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全球已經有60多個國際
地區因為防疫的原因推遲選舉。本港疫情形勢同
樣嚴峻，若不顧現實狀況，繼續如期選舉，與減
少社交接觸、加強防疫的要求背道而馳，增加疫
情惡化的風險，很大機會造成感染個案幾何級數
上升的局面，後果不堪設想。盡快控制疫情傳
播，是本港當下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推遲選
舉是對市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高度負責。推遲
選舉亦充分保障那些因為疫情緣故無法參與投票

人士的公民權利，確保選舉的公平公正。而且，
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推遲立法會選舉一年，解決
了《立法會條例》《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延長
選舉時限的局限。因此，押後選舉的決定正當必
要，實事求是，符合公眾利益。

相反，以司法覆核挑戰押後立法會選舉的決
定，充分暴露郭卓堅及其背後的攬炒訟棍、政
棍，漠視防疫迫切性和必要性，不擇手段、濫
用司法程序，企圖延續政治攬炒，以謀取一己
政治私利。在「救人勝救火」的防疫形勢下，
對於特區政府押後選舉的決定，中央政府第一
時間表示理解和支持，並宣布對立法會選舉押
後情況下如何處理立法機關「真空期」問題，
將依法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有關安排，令
押後選舉的決定具有堅實法律基礎，經得起任
何法律挑戰。事實上，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來
處理基本法沒有規定的問題，早有先例。2017
年關於「一地兩檢」問題，就是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妥善化解。本港高等法院法官對「一地兩
檢」司法覆核的判詞提及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性
質和地位，其中包括：一、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等同「釋法」，本港法院無權裁定有關決定不
具法律效力；二、人大常委會有權決定某個議
題是否符合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三、人大
常委會可以通過頒布決定來行使其監督權；
四、人大常委會可以在基本法的框架外，制定
對本港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定。

由此可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對本港具有不
可挑戰的法律效力和地位。郭卓堅作為受人擺布
的棋子或許不懂法律，但其背後的攬炒訟棍敢提
出司法覆核，分明是要利用司法體系挑戰中央權
威。郭卓堅及其操縱者濫用司法覆核，上演挑戰
憲制、罔顧港人健康安全的政治鬧劇，以法亂
港，損民利益，必定徒勞無功。

攬炒勢力搞司法覆核扭曲事實挑戰中央
本港昨日新增8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單日確診個案在連續12天破百後首次稍微
回落到雙位數。在採取較嚴謹的防疫措施
下，本港疫情沒有繼續惡化，但絕不是可
鬆一口氣的時候，反而要汲取前一段防疫
鬆懈、導致疫情惡化的教訓，特區政府必
須做好與內地抗疫支援隊的協調配合，盡
快彌補本港檢測能力低、隔離床位不足等
方面的短板，市民更應保持高度防疫警覺
和耐性，嚴格遵守限制社交距離措施，減
低社區傳播風險乃至切斷社區傳播鏈。

本港確診個案雖然初現喘定，沒有出現
幾何級數上升的情況，但並不意味疫情已
受控。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提醒，仍要多看幾日的個案數量才可知道
趨勢，呼籲市民「忍耐多一陣」。港大感
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亦指，「不能
說」疫情已經放緩，現時每日仍有為數不
少的確診者或密切接觸者需要等待送院或
送入檢疫中心，由於訊息滯後，部分有密
切接觸的人士仍會繼續上班，不排除因此
衍生很多新的群組。

本港防疫初期工作嚴謹，曾獲世衞稱讚。
此輪疫情反彈，主要是因為5月至6月間疫
情稍為緩和，市民出現防疫疲勞，外出消費
娛樂，放鬆了遵守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基本
要求，有政客更煽動非法集會和「初選」，
導致人群聚集散播病毒，引致這一波猛烈爆
發。另外，本港檢測能力不足、隔離床位短
缺的短板始終未能彌補，本港公私營機構連
同內地在港檢測機構的檢測量，每日也只有
3萬至4萬，遠遠不足以應對阻斷疫情的需
要；醫療人手、病床捉襟見肘的問題，在疫
情告急下更顯突出，目前仍有約150名確診

者等候送院，情況相當不理想。近期美國、
澳洲等國家疫情進一步惡化，與急於重啟經
濟、放鬆防疫限制有關。因此，總結本港前
段時間的防疫得失，汲取海外其他國家防疫
失誤的教訓，政府有急切必要彌補短板，切
實做好防疫工作。

根據內地抗疫的成功經驗，大規模檢測、
盡可能收治病人，配合有效的社交距離管
理，是有效辦法。中央已派出支援隊協助本
港抗疫。內地支援隊的主要任務，是開展大
規模人群核酸檢測，爭取在短時間內大幅提
升本港的每日檢測量到至少二十萬；另外，
協助本港建設一間全新的臨時醫院，可望大
大提升本港隔離治療的能力。特區政府、醫
管局應積極主動與內地支援隊協商好操作方
法，善用雙方資源，最有效地展開大規模檢
測，務求盡快將隱形傳播者篩查出來，切斷
社區隱性傳播鏈。

國家在香港最需要的時候伸出援手，關
鍵是香港方面須排除政治干擾、突破制度
局限，借鑒內地先進的防疫手段和豐富的
防疫經驗，切實為全港市民的生命健康負
責。昨日，香港理工大學、澳門科技大學
及內地院校攜手研發新冠病毒疫苗，取得
突破進展，即將在短時間內展開人體試
驗，又會優先預留 800 萬劑供港澳市民使
用。消息令人振奮。這更加說明本港加強
與內地合作，是成功防疫抗疫必不可缺的
重要組成部分。疫情依然嚴峻，挑戰仍不
可低估。中央支援是本港抗疫的堅強後
盾，港人對戰勝疫情更有信心、更有底
氣，市民一定要保持信心和耐心，嚴格遵
守防疫措施，全社會配合，同心協力打贏
抗疫的硬仗。

汲取教訓彌補短板 全港保持抗疫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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