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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獨暴」分子早前潛逃離港，於內地海域被廣東海警截獲，因涉嫌偷越國

（邊）境犯罪，已被依法採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

會議前的記者會上指出，事件的本質是12人畏罪潛逃，以逃避法律責任，並非如

本地或外國人等形容的「民主人士受到鎮壓」。有關人等於內地犯法，由內地司

法機關處理是恰當的做法。在另5名港人被台灣扣押一事上，林鄭月娥質疑，社

會上某些人對於這兩批人可能有點雙重標準。

特首：12人蛇內地處理恰當
指事件屬畏罪潛逃 質疑有人持雙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鄭月娥指出，12名香港居民涉嫌非法入境
內地，干犯了內地的偷越國（邊）境罪，

所以被內地的執法機構拘留。此案的司法管轄顯
然屬於內地，所以由內地機關依據內地法律去處
理是唯一恰當的方法，「正如在香港發生的罪
行，我們都會堅持由香港的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
去處理。」
她續說，這12人中，一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

法，還涉及其他刑事罪行，包括無牌管有彈藥，
現時正保釋候查；另一人涉嫌製造或藏有爆炸
品，尚未拘捕時便已失蹤，現被警方通緝；最後
10人涉嫌一系列嚴重刑事罪行，包括製造和管
有爆炸品、縱火、暴力事件、傷人、襲警，他們
均正在保釋候查。

指有人圖轉移視線
「如果我們再客觀地去深究為何這12人以不

合法途徑離開香港，事件的本質就應該更清
楚。」林鄭月娥指出，這12人都是在候查或是
候審期間潛逃離開香港，現時全部都應該被警方
通緝中，離港出走的原因看來就是逃避法律的責
任。
她強調，講事件的本質，就是為了以正視

聽，因為有一些本地或外國人等，都嘗試轉移視
線，形容該事件是「一些民主人士受到鎮壓」
等，更有意無意地描繪到好像12個人均與香港
國安法有關。

強調特區處理跨境犯罪原則一致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處理跨境犯罪的原

則是一致的。第一，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
負責，如果他進入另一個司法管轄區，犯了當地
的法律，當然要受到當地執法機構的調查和受到
當地法律的制裁。第二，尊重每一個司法管轄區

按法律來處理違法行為，這是公認的基本法律原
則。第三，任何香港人在境外涉嫌違法，無論他
的背景是什麼，特區政府都會按着實際情況，在
尊重當地司法制度的原則下為這些香港居民提供
可行的協助，不會有雙重標準。
她續說，特區政府會一如既往繼續積極地跟

進這件事，留意事態發展和按需要透過入境處和
駐粵辦提供所需的協助。
至於有5名港人懷疑在台灣被扣押，林鄭月娥
表示，警方前日已經向台灣查詢，至今沒有收到
台灣方面的任何回覆，亦未收到家屬求助，因此
暫時沒有資料。
香港文匯報日前向各香港攬炒派立法會議員

問及被台灣當局拘押的5名港人，但有關人等均
採取迴避的態度。林鄭月娥直言，特區政府會按
照法律和原則維護香港人的利益，但社會上某些
人對於這兩批人等可能有點雙重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2名港人早前涉嫌潛逃離
港，在內地海域被廣東海警截獲，並被依法採取刑事拘留強
制措施，惟香港攬炒派就不斷要求把12人移送回港。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譚耀宗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過往有人在
港犯案後循合法途徑進入內地，特區政府其後要求內地協助
逮捕及送回逃犯，惟今次情況不同，有關人等干涉非法入境
罪行，須依法辦事。
該12人的家屬日前要求由他們自行聘請律師，並促請特

區政府介入，把該12名港人帶返香港受審。對此，譚耀宗
於香港電台節目上指出，當事人可找律師，不過，若他們接
受「官派」律師則已滿足內地律師的要求，又指事件目前處
於初步偵查階段，除律師外，其他人包括駐粵辦都不能接觸
當事人，但家屬仍可透過特區政府或到內地了解事件。
譚耀宗相信，內地不會審理涉港罪行的案件，而偷越邊境

並非嚴重罪行，最多判囚一年，但未知調查期間會否有變，
須待移交檢察院時覆核或起訴才會公布控罪。他建議該12
人的家屬向香港政府或內地有關部門反映意見，又指理解家
屬關心事件，但若「國際插手」，相信對事情未必有好處。

湯家驊：避港審訊為何又要回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亦於電台節目表示，

明白家屬的焦慮，但在「一國兩制」下，須尊重兩地不同的司
法體系。過往，內地確曾將疑犯移交回香港，但這是體恤香港
的安排，而非法理上的規定。他又質疑，既然該12人逃避香港
的司法審訊，為何家屬又要假設他們希望回港受審。
對有報道指，另有5名港人潛逃台灣，譚耀宗表示，台灣
與香港沒有移交協議，事件發生近兩個月都「冇聲冇氣」，
若非台灣記者主動披露亦無人知曉，既然台灣當局不願透露
詳情，特區政府亦無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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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香
港多所大專院校學生會一直為黑暴
分子護航，對近日有12名港人企
圖潛逃台灣時闖入內地海域而被
截獲及依法刑事拘留、偵辦，12
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或臨委會藉
機發難，發出聯合聲明，肆意抹
黑內地法律，更藉機煽暴、鼓吹攬
炒，妄稱香港「面對無盡迫害」，鼓
動港人「捨身反抗」云云。
八所資助大學、公大、仁大、
恒大及東華學院等12所大專院校
學生會或臨委會等日前發出所謂
「聯合聲明」（見圖、港大學生會
fb截圖），無視相關人蛇所涉的嚴
重暴力與違法國家安全案件及其
非法偷渡行徑，反抹黑內地相關
單位「誣衊被扣押港人」，更誣
衊內地「勢必置該十二名港人諸
死地」云云。
聲明又把內地有關部門依法辦

事的手法扭曲為「面對異己的暴
戾恣睢」，宣稱「十二名港人至

今生死未卜，遑論能否享有人道
待遇」，在末段更大力藉機煽
暴、攬炒，毫無邏輯地顛倒是
非，稱內地拘留非法偷渡者的做
法會「禍延香港，明日亦必橫暴
踐踏自由世界」，又疑似妄想症
發作，稱香港「面對無盡迫
害」，煽動其支持者「唯有捨身
反抗一途」云云。

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同民
進黨早前為咗贏得選舉，不斷
公開撐香港暴徒，更聲言會為
佢哋提供庇護，點知選舉過後
就開始走數。日前，有台灣記

者踢爆5名潛逃台灣嘅香港黑暴分子人權得唔到
保障，台灣當局一直都唔係好想交代，民進黨黨
代表王浩宇死撐話唔可以公開5人身份俾「中
共」知，再反咬其他政黨。民眾黨發言人陳思宇
就發帖反擊王浩宇，直指「或許比起香港，民進
黨可能更愛自己的選票吧。」國民黨同「黃絲」
facebook專頁「書生百用」成立人、「立場新聞」
前編輯彭捷亦公開狙擊民進黨，話民進黨差不多
完全秘密扣查及審訊，影響台灣誠信喎。
5名潛逃台灣嘅香港黑暴分子被台灣扣押事件
鬧得沸沸揚揚，好多人都鬧爆蔡英文當局走數，
於是王浩宇日前發文，話「中共是很可能透過政
治庇護的方式，把實質上親共的學生送到台灣當
間諜、破壞『國家』安全的」，所以為咗確保佢
哋唔係間諜同保護佢哋安全，蔡英文當局先冇曝
光5人身份喎。
佢仲暗寸爆料嘅人話︰「任何組織、政黨，

都不應該為了自身政治利益透露他們年齡、安置

地點等可以辨別身份的資訊，甚至去主張他們自
由打電話給在香港的親友，去製造讓中共知道他
們身份的可能。」

民眾黨諷「關心自己多過港人」
冇人權仲大條道理，其他台灣政黨嘅人當然唔

服。陳思宇先揶揄民進黨所謂撐香港嘅最遠距離
就係「我就在你眼前，但卻不知你撐在哪裡
（裏）」，又話「比起關心香港人的現狀，民進
黨可能更關心自己」，因為民進黨選前炒作香港
議題，但選後民進黨不但冇修訂港澳條例同立難
民法，甚至刻意用假消息反擊其他政黨，「現在
更說台灣人沒有欠香港人。」
陳思宇質疑，如果5個香港人被台灣扣留兩個

月，中間遭遇到唔合理嘅人權侵害，要點樣維護
自身權利，「難道我們所有的信心，都只能建立
在相信政府相信黨，而不能相信法治嗎？」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林為洲日前亦話必須
嚴厲譴責民進黨，因為「民進黨在選前說要撐香
港，選後卻如此對待來台港人，這已是『國家』
誠信問題。」國民黨文傳會主委王育敏亦揭露：
「民進黨選前說要撐香港，但對於在野黨所提出
的港澳條例修正草案，不僅不支持還阻擋。」

撐「台獨」嘅
許政維為幫民
進 黨 轉 移 視
線，就藉此攻
擊國民黨及同
樣批評蔡英文
當局的「時代力
量」，話佢哋根
本唔係真心關
心人權，仲爆
料話「時力」之
前就曾經以對
方「沒有名氣」
為由，「很客氣
地打發」一個申
請台灣「政治庇
護」的香港女生
喎。
網民點睇？「Nick Young」就認為民進黨所

做嘅一切只為選票，「選前撐香港，選後忘光
光。」
「李尚璘」亦指出︰「（民進黨）假撐港真

洗腦而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瞞扣台港人身份 民進黨被批走數 12院校學生會發聲明抹黑內地

■陳思宇發帖反擊王浩宇，指
民進黨更愛選票。

陳思宇fb截圖

�&1
��

■林鄭月娥
指事件非所
謂「民主人
士 受 到 鎮
壓」。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圓滿結束，有效降
低社區傳播風險，對推出健康碼、重啟
經濟亦意義重大。但是，攬炒派政治病
毒病入膏肓，《蘋果日報》肆意抹黑普
檢計劃，聲稱計劃平均花費4000多萬元
才揪出一名患者。人命無價、生命至
上，普檢計劃保障市民安全健康效益巨
大，豈能用金錢來衡量？為詆毀普檢計
劃、貶損中央支援，如此散播荒謬言論
誤導公眾，挑撥香港和內地良好關係，
再次暴露攬炒派的冷血本性。

「毒果」昨日的報道煞有其事聲稱，
要平均花費4023萬元才揪出一名患者。
這種歪曲失實的報道，企圖挑起市民不
滿、掀起政爭的居心彰顯明甚，正正反
映「毒果」及攬炒派以政治凌駕市民生
命的醜陋心態。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普檢為本港抗疫
作出巨大貢獻。首先，普檢直接間接識
別出42宗確診個案，成功截斷十多條傳
播鏈繼續蔓延，阻止近 200 人受到感
染；其次，為本港累積豐富的抗疫經
驗，有利日後推動社區檢測，令政府及
外界更掌握本港疫情實況，有助釐定防
疫措施，應對下一波疫情，為落實「健
康碼」，恢復經濟奠定基礎。 累計約
178 多萬人次參與檢測，政府昨日公
布，共斥資 5.3 億元推行計劃，平均計
每個檢測成本是300港元。可見，普檢

不論經濟效益、社會效益都物超所值，
受到市民的歡迎和支持，178 萬人參與
檢測，就是對普檢投下信心一票。

「毒果」對普檢的顯著成效視若無
睹，這是意料中事，但市民不能接受的
是，「毒果」無所不用其極地扭曲普及
檢測計劃，聲稱要花費4000多萬元才能
找出一名患者。這種惡意曲解普檢計劃
的說辭，故意渲染普檢勞民傷財的假
象，抹黑中央抗疫支援和政府控疫努
力，意圖挑撥離間，破壞港人與中央的
關係。

內地成功抗疫，正因為堅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價救治生
命，不遺漏一個感染者，不放棄每一位
病患，費用全部由國家承擔，最大程度
提高治癒率、降低病亡率。特區政府在
中央支持下，大力推動普檢計劃，正是
對港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負責。

「毒果」拿普檢費用做文章，嘲諷普
檢費用高昂、功效不彰，敢問「毒果」
和攬炒派，在你們心目中，錢比人命更
重要？《蘋果日報》為何只看到普檢發
現42宗確診個案，卻不提170多萬市民
經普檢證明安然無恙？若不是普檢發現
42宗確診個案，及時阻止社區傳播，疫
情難免持續惡化，只怕「毒果」就是希
望疫情不可收拾，自己才有繼續幸災樂
禍的市場？

「毒果」用錢計算生命價值，太冷血了！
政府昨日宣布推出第三輪240億元的防疫抗疫

基金，繼續資助受疫情衝擊的各行各業。疫情
未知何時完全受控，航空、旅遊等行業的企業
根本難以經營，沒有收入維持運營，政府資助
措施對他們的支撐意義越來越小。穩企業、保
就業的根本之道，在於盡快控制疫情，為重啟
本港經濟、恢復粵港澳經濟往來創造條件，以
利打通經濟的「內外循環」。部分企業營運山
窮水盡，失業率難免再升，政府需要認真研究
設立臨時失業援助金，給受失業之苦的市民提
供必要的短期支援，助他們渡過難關。

政府已經推出兩輪防疫基金，分別涉款300億
及1300多億元，昨日推出的第三輪基金繼續資助
飲食業，航空及運輸業，教育界和美容業等多個
界別，以及寬免差餉，政府物業、房委會、房協
等公營機構亦會向租戶提供租金寬免。

面對「疫境」，政府持續為企業紓困值得肯
定，但也要看到，相關措施雖然能夠減輕企業
部分經營成本，但本港經濟已經連續四季按年
下跌，在整體經濟萎縮的大環境下，企業難以
獲取持續的經營收入；而疫情仍未有完結跡
象，政府亦預告未來一段時間都無法讓社交距
離措施放寬至6月時的程度。本港經濟以服務性
行業為主，受疫情影響，人員流動減少，航
空、旅遊、零售業等服務性行業經營前景依舊
暗淡，部分企業、包括大型企業，即使申請政
府的保就業計劃也捱不下去，只能無奈結束業
務或大幅裁員。

由此可見，抗疫基金只能治標，控制疫情、

恢復經濟才能治本。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表
示，為進一步穩經濟、保民生，香港在提供財
政支援的基礎上還應致力於打通兩個「循
環」，通過「內循環」控制疫情，恢復社會活
動，通過「外循環」實現香港、澳門、內地之
間正常商務和旅遊往來，以最快速度恢復商貿
生機。 目前內地已比較成功控制疫情，經濟復
甦勢頭良好，第二季度 GDP 由負轉正增長
3.2%。本港只有控制疫情，爭取融入國家經濟
復甦大環境，借助粵港澳大灣區及內地龐大的
市場，為本港經濟早日復甦注入活力。

經濟不景，必然伴隨失業嚴峻。本港5至7月
的失業率維持在6.1%的15年高位附近，失業問
題更可能在未來數月持續惡化。第二期保就業
計劃收到超過15.7萬名僱主及約2.5萬名自僱人
士的申請，較第一期計劃少約 10%的僱主申
請，估計多達1.1萬名僱主放棄申請第二期保就
業計劃，意味着失業潮將會呼嘯而來。

政府早前推出綜援計劃下的「失業支援計
劃」，將失業綜援申請人的資產限額調高一
倍，昨日宣布計劃延長至明年5月。但該計劃門
檻仍然不低，申請人很易「超額」。以四人家
庭為例，調高一倍後的資產上限才 17.6萬元，
對於普通家庭而言，根本無條件申領。社會人
士已多次提出，政府應對突發事件需要靈活變
通，應更貼合市民需要，推出審批較為寬鬆的
短期失業援助金。政府應順應民意，從善如
流，盡快設置臨時失業援助金，以簡單直接、
有限期的資助，協助失業打工仔解一時之困。

救企業靠控疫振經濟 須研推失業援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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