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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派一味炒作12名港人潛逃離港，在內地海域被截獲扣押，不過，

就對被台灣扣押的港人視若無睹。有台灣記者日前踢爆，有5名潛逃台灣

的香港黑暴分子，被台灣當局扣留近兩個月，沒有任何對外聯絡管道，

「過得比其他偷渡者還慘。」香港保安局昨日回應事件表示，沒有收到任

何關於台灣有截獲香港逃犯的信息，並呼籲其他司法管轄區採取明確的立

場，不要窩藏在香港涉嫌罪案的罪犯，並將他們送回，讓特區政府對他們

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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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無收5港人被台拘押信息
籲台當局勿窩藏港疑犯 送回特區依法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倫敦金融城
市議會日前通過一項動議稱，注
意到英國政府認為中方實施香港
國安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破壞香港高度自治；注意到英國
政府為香港英國國民（海外）
（BNO）護照持有者擴大居留
權，金融城歡迎有關香港居民云
云。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對
此表示，倫敦金融城議會有關動
議無端指責香港國安法，干涉香
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
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據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網訊，發
言人指出：第一，所謂香港國安
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純
屬偽命題。《中英聯合聲明》終
極目標和核心內容是確定中國收
回香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
中國後，《聯合聲明》中與英國
有關的權利和義務均已履行完
畢。任何國家無權藉口《聯合聲
明》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指國安法彌補法律漏洞
第二，所謂香港國安法「破壞

香港高度自治」純屬誣衊。香港
國安法彌補了香港長期以來存在
的法律漏洞，實施該法有利於堅
持和完善「一國兩制」，有利於
保障香港民眾的權利自由，有利
於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和長治久
安。
第三，英方為BNO提供居英權

違背自身義務。中英曾就BNO護
照問題互換備忘錄，英方在備忘
錄中明確承諾不給予持有BNO護
照的香港中國公民在英居留權。
英方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一再交
涉，為有關人員在英居留和入籍
提供路徑，嚴重違背自身承諾，
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發言人說，近年來，倫敦金融

城致力於推動中英地方交往和金
融合作。希望倫敦金融城珍惜來
之不易的中英合作成果，認清香
港已回歸中國的現實，客觀看待
香港國安法，立即糾正錯誤，停
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中
國內政，為中英關係發展注入正
能量，而不是相反。

日前有台灣媒體踢爆，有五名港青7月中
下旬非法入境台灣被截獲，扣留高

雄，台灣記者鐘聖雄在facebook發文指，
「現在人還被扣在陸委會手上」，既無法聯
絡親人，也見不到律師，「與其說他們在台
灣得到了庇護，不如說他們過得比其他偷渡
者還慘……我想告訴眾多無名無姓沒頭沒臉
的香港『手足們』，台灣真的幫不了，也不
是那麼想幫你們，你們值得更好的，請另尋
它路吧。」
台灣「陸委會」被媒體問到此事時，沒有承

認或否認事件，只稱認為外界流傳的信息「或
有其特定目的」，希望外界「勿作不必要的揣
測」，並強調當局不會說明有關個案。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昨日回覆媒體查詢時
表示，沒有收到任何關於台灣有截獲香港逃
犯的信息。保安局強調，各個負責任的司法
管轄區應互相合作，以打擊跨境罪行，制止
干犯罪行並從案發的司法管轄區逃走的罪
犯，不讓他們逍遙法外，這是國際認同的義
務，呼籲其他司法管轄區不要窩藏在香港涉
嫌罪案的罪犯。
有見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及「議會陣

線」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日前聯同12名非法
入境內地被扣押的港人「家屬」開記者會，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發帖
反問︰「問題：1. 為什麼涂謹申和朱凱廸不
聯同這5人的家人召開記者招待會？2.為什

麼台灣當局連這5人的姓名也不公開？是否
有人遭遇不測？」

梁振英：為何「5港人」家屬不開記招？
梁振英並在另一帖文反問︰「為什麼這五

個（名）『不能向父母報平安』的香港人的
父母家人不出來開記者會？」
梁振英指出，獲攬炒派「聲援」的12名

港人，其涉及的罪行相當嚴重，三人涉華仁
炸彈案及無牌管有槍械及彈藥等罪；二人涉

暴動罪；三人涉串謀意圖縱火、管有物品意
圖損壞財產；一人涉嫌在住所管有三個汽油
彈，被控企圖縱火；一人被控製造爆炸品，
一人涉嫌與黎智英等違反香港國安法，「這
些人是用非法方式，處心積慮，離開香港棄
保潛逃。」
他又指出，畏罪潛逃台灣的人涉嫌犯的不
是一般的罪行，而是為了達到政治目的的暴
力罪行，「人即使潛逃到了台灣，台灣當局
也要把這類人關起來。」

對於加拿大菲沙研究所（Fraser In-
stitute）近日發表《世界經濟自由度
2020年度報告》，宣布香港再次蟬聯
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特區政府表示
歡迎。不過，對於菲沙研究所竟以偏
頗及選擇性的評論和無理據的不公推
測，推論未來香港在法治方面的評分
將下降，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發表

網誌表示「非常遺憾」。張建宗強調，法治
是香港的重要核心價值，為社會大眾所珍
視，政府和整個社會均一直堅決捍衛及維護
法治。他又指，香港國安法可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有助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長治久安。
張建宗昨日發表網誌表示，菲沙研究所近
日發表《世界經濟自由度2020年度報告》，
宣布香港再次蟬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這
明確肯定香港堅定建立自由經濟體及提供公
平營商環境的決心。
不過，他亦表示，非常遺憾菲沙研究所竟
以偏頗及選擇性的評論和無理據的不公推
測，推論未來香港在法治方面的評分將下

降。

通過法律護國安是國際慣例
張建宗指出，香港基本法充分保障了市民
表達自由與和平集會的權利。不過，這些自
由和權利並非絕對，例如基於公共秩序的需
要通過法律可加以限制。國際社會不應對香
港國安法持雙重標準。通過法律維護國家安
全是國際慣例，每個國家都有維護其國家安
全和主權的法例，亦是其職責所在。
他強調，特區政府會全力鞏固香港固有制
度優勢，並提供一個穩定及有利的環境讓企
業蓬勃經營，整體經濟持續繁榮發展。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上周四（10日）公布

《世界經濟自由度2020年度報告》，再次將
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五個評估大
項中，香港在「國際貿易自由」及「監管」
均排列首位，不過，報告質疑香港的法治可
能受到削弱。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當天已發表聲明回應

報告，指政府會竭力鞏固香港固有的制度優
勢，包括法治及司法獨立、自由的貿易和投

資制度、簡單低稅制、良好的營商環境，以
及高效的政府。
就報告提及訂立香港國安法以及相關執法

行動，發言人重申，通過法律維護國家安全
是國際慣例。每個國家都有維護其國家安全
和主權法例，亦是職責所在。香港國安法是
為了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維護國家安全、防範、制止和懲治涉
及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保持香港特區繁榮
穩定，及保障香港特區居民合法權益而制
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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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沙亂估法治評分 張建宗：國安法保港穩定
■張建宗強
調，法治是
香港的重要
核心價值，
政府和社會
均一直堅決
捍衛及維護
法治。
資料圖片

◀梁振英質疑，5
名被台灣當局拘押
香港人的父母為何
不開記者會。

梁振英fb截圖

▶台灣記者鐘聖雄
在fb發文指，5名
香港人現仍被扣留
於當地。

鐘聖雄fb截圖

獲中央大力支援開展的普及社區
檢測計劃今日結束，圓滿完成任務
的內地支援隊員將陸續離港。在香
港抗疫嚴峻時刻，570多名內地核酸
檢測支援隊員聽從國家召喚，無畏
無懼、馳援香港，為香港抗疫注入
巨大信心和力量。支援隊為檢測熬
紅雙眼，艱辛奮戰，面對攬炒派的
污衊挑釁，支援隊員保持了最大的
克制，心無旁騖，向香港市民展示
了博大胸懷與專業精神，贏得市民
尊重敬愛。國家支援隊與港醫護並
肩抗疫，為香港抗疫立下汗馬功
勞。生命馳援，情義永記，並肩作
戰，命運與共，全港市民由衷感謝
國家支援隊員艱辛為港，殷殷期盼
抗疫勝利日，鮮花歡迎支援隊員再
來港慶功。

在香港新冠病毒確診者每日過百
的嚴峻時刻，國家第一時間回應特
區政府支援請求，派出內地核酸檢
測支援隊和內地方艙醫院支援隊赴
港馳援。仁心救命，千里赴港，同
胞同澤，生死相與，當「馳援香港
抗疫物資」幾個大字隨車隊映現在
港人眼簾時，多少港人見之動容、
拍爛手掌！國家支援隊員抵港，平
添香港市民抗疫信心力量，眾多香
港醫護踴躍報名參與普檢，截至昨
日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累計為約170
萬香港市民的拭子樣本進行檢測，
成功找出23名隱形感染者，截斷多
個群組隱形傳播鏈，達到預期目

標。
內地核酸支援隊員面對百萬之巨

的艱巨檢測任務，全身投入、熱情
高漲，集體作戰、專人專崗，無懼
勞累，熬紅雙眼。有廣西支援隊員
為援港延遲婚禮，因為抗疫不可以
延遲；支援隊員在氣膜實驗室內必
須穿上三級防護衣，12 小時工作
後，汗水多到如同水裏撈出一樣，
有隊員護目鏡裏可倒出水來；有隊
員為提高檢測效率，堅持8小時不用
餐，甚至穿紙尿片「不吃不喝不
拉」地工作；有女隊員克服生理疼
痛堅持，有隊員小病小痛自己處
理，輕傷不下火線……支援隊員對
香港抗疫忘我拚搏、無懼艱辛，港
人看在眼裏，銘記在心。

支援隊員在港工作除了面對巨大檢
測壓力，還要面對攬炒勢力的抹黑污
衊、聚眾挑釁。面對種種將支援抗疫
政治化的舉動，支援隊員保持了最大
的克制，心無旁騖，向香港市民展示
了他們的博大胸懷與專業精神，感動
了市民，贏得越來越多市民的尊重敬
愛。連日來，不斷有市民團體向支援
隊致送心意卡，表達感謝與敬愛，一
位96歲高齡的書法家親自贈畫給支
援隊員，感謝祖國派來的親人雪中送
炭，為港人服務，這些心意卡與慰問
活動，代表了港人對國家支援隊員心
血付出的肯定、讚揚和由衷感謝，更
是港人對支援隊員生命馳援的最高致
敬。

忘我為港情義永記 並肩作戰命運與共
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宣揚「港獨」和攬炒暴

力的活動在社會上有所收斂。但隨着大學新學期展
開，宣「獨」宣暴活動有在大學校園抬頭之勢，一
些大學學生會利用迎新等名目，為黑暴洗白、挑動
仇恨、抹黑國安法，又在校園張貼「港獨」文宣和
利用校園媒體宣「獨」，已經涉嫌違反香港國安
法。這些現象，引起社會高度警惕和憂慮。大學校
園不是法外之地，大學管理層、政府教育當局和警
方對此都應高度重視，採取強有力的教育引導和懲
戒措施，及時剎住歪風，保障青年學子免受「獨
暴」毒害，否則就是大學管理者失職、政府失職。

去年下半年修例風波引發連場黑暴，理大、中大
等多所大學更淪為重災區。自去年 6 月至今年 2
月，警方共拘捕了 7,613 人，涉參與暴力示威活
動，學生佔整體被捕人數超過四成，當中大專學生
就有1,774名，是比例最高的群組。這些本應在學
校好好讀書成長的學生，淪為黑暴分子，坐牢的坐
牢、潛逃的潛逃，有些至今還在等待法律裁決，社
會對他們落得如此下場既氣憤也心痛。痛定思痛，
根本原因是教育出了問題。莘莘學子長期被一些別
有用心的政棍用「違法達義」「公民抗命」等歪理
荼毒，校方沒有及時對青年學子循循善誘，而是任
由歪理邪說把學子引入歧途，最終走上犯罪道路。
在去年黑暴期間，多所大學校園猶如暴徒天堂，但
大學管理者畏縮退讓，甚至答應不合理乃至違法要
求，變相鼓勵、縱容煽暴學生胡作非為。不得不
說，在避免部分學生走上歧途這個問題上，部分大
學管理層乃至一校之長，是嚴重失職的。

隨着學校暫停面授教育，加上香港國安法實施，
校園亂象暫時止息，但隨着新學期展開，宣「獨」
宣暴活動又在大學校園開始抬頭。多間大學學生會
以「迎新」等名目公然散播鼓吹暴力、挑動仇恨、
抹黑國安法的言論，以美化黑暴、污衊警方作政治

洗腦，煽動新生「挺身而出」。煽「獨」煽暴文宣
在校園內鋪天蓋地，甚至利用校園電視台播放煽
「獨」節目，情況令人側目。對於這種勢頭，大學
管理層想必看在眼裏，但卻未見有所行動，令人失
望擔憂。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20至23條，任何人煽動、協
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分裂國家
或顛覆國家政權，即屬犯罪。特區政府亦在國安法
實施後聲明，類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含有
「港獨」或顛覆國家政權含意的口號，違反香港國
安法。香港警方自7月以來已多次對有人在街頭展
示「港獨」標語，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採取執法
行動。大學校園不是法外之地，對於校園內涉嫌違
反香港國安法及其他本地法律的行為，大學管理
層、教育部門乃至警方都有責任採取相應的措施，
撥亂反正。

首先是大學管理層，必須汲取以往的教訓，改弦
更張，認真檢討校政管理缺失，以負責任的態度，
對校園內的違法宣「獨」煽暴行為，嚴格執行校規
校紀，乃至應訂立新的必要的規章來嚴懲違紀違法
行為。與此同時，大學應加強對學生進行基本法、
國安法的教育，確保學生守法紀、明事理、行正
道。其次是政府教育部門應該對大學管理訂定指
引，明確哪些行為應該被禁止，切實負起監管責
任。政府作為大學的出資方，又是社會的管理者，
不能以所謂「大學自主」作為懶政的借口。再次，
警方對校園內的涉嫌違法行為有無可置疑的執法
權，應盡快以行動展現執法意志。

大學校園是培養社會棟樑之所，全社會都有責任
確保青年學子免受「港獨」、暴力的荼毒。亂象面
前，教育當局和執法機構都必須盡快在教育政策和
執法上有所行動，維護國家安全和良好管治的底
線。

讓學子免受「獨暴」毒害 學校和社會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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