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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國過氣政客組成的所謂「香港

監察（Hong Kong Watch）」創辦人

羅傑斯（Benedict Rogers）日前發起

關注「十二逃犯」的活動，並聲稱事

件是「透過香港國安法把『社運人

士』送回內地受審」云云。多名政界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攬炒派見港人了解「十二逃犯」

事件真相，轉而與外國勢力擘大眼、

講大話，企圖煽動國際輿情，誤導國

際社會，以抹黑內地及香港，言行卑

鄙可恥。

攬炒夥外力借十二逃犯誤導國際
政界批反華勢力抹黑內地和香港司法制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除

了在國際社會上就「十二逃犯」一
事製造噪音，攬炒派在本地亦有小
動作。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近
日利用當局提供的橫額位置，掛出
「立即釋放12港人」的宣傳品。政
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指出，當局應該審視橫額的內容，
糾正歪風，避免一些別有用心的人
濫用公共空間。
近日何文田區出現「立即釋放12

港人」的橫額，並標示着「黃碧雲
議員辦公室」。香港文匯報記者向
黃碧雲查詢橫額一事，但至截稿前
未獲回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

在議員懸掛橫額方面，大家一直都

相當守規矩，用來講述地區事務、
政府政策，及宣傳活動，但近年攬
炒派卻濫用有關資源，變為針對中
央、特區政府的文宣，在黑暴嚴峻
時間，失實、誹謗、辱警橫額更是
鋪天蓋地，變相利用公共空間進行
洗腦工作，當局應該正視有關問
題，糾正歪風。
食物及衞生局前政治助理陳凱欣

表示，地政總署、民政事務總署過
往只處理橫額位置是否正確的問
題，不過，隨着近年政治生態環境
的轉變，出現很多針對、抹黑的內
容，包括很多辱警、仇警等失實論
述的橫額，有關方面應該正視問題
的嚴重性，不能讓別有用心的人濫
用公共空間。

鴿黨掛「釋犯」橫額 政界促審視

「十二逃犯」早前潛逃離港時進入內地司
法管轄區，因偷渡而被內地執法部門

拘捕。「香港監察」就事件發聲明稱，「十二
逃犯」一事，若國際社會不作出強烈抗議，等
同允許中央在內地起訴和監禁「香港社運人
士」，也將以此為先例，透過香港國安法把其
他「社運人士」送回內地受審，及判以長期的
監禁。「香港監察」要求西方國家的議員及政
府，利用外交影響力，促使該12人能返港受
審，及保障他們被囚時的人權云云。
羅傑斯及在香港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
盟」顧問邵嵐，日前發起所謂「一人一相」網
上行動，鼓動國際社會關注「十二逃犯」，英
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委員裴倫德、逃亡海外的

「港獨」分子黃台仰、前「香港眾志」創黨主
席羅冠聰等隨即附和。

盧文端：潛逃內地事實確鑿
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

總會理事長盧文端表示，「十二逃犯」在港涉
嫌違反嚴重罪行，潛逃離港途中，非法入境內
地海域，被廣東海警拘捕，犯罪事實確鑿。不
過，攬炒派及外國反華勢力卻借題發揮，不斷
混淆視聽、編造話題，企圖挑動港人仇恨情
緒，煽動國際輿情，抹黑內地和香港的司法制
度，言行卑鄙可恥。

蔡毅批擘大眼、講大話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批評，攬炒派及外國
勢力擘大眼、講大話，一方面無視「十二逃
犯」潛逃的罪證，另一方面不斷製造連串謊
言，把「十二逃犯」說成是值得同情的「無辜
者」，還擺出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不斷要求
內地「放人」，向內地及特區政府施壓，現更

與外國勢力一同干預內地及特區政府的司法，
做法極之荒謬及可恥。

陳恒鑌斥一大話冚一大話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對於「十二
逃犯」事件，攬炒派一個大話冚一個大話，企
圖煽起市民仇視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情緒，向內
地及特區政府施壓，不過，攬炒派的大話已逐
步被識穿，部分市民亦逐漸認清攬炒派及其代
言人的惡行，攬炒派於是轉移策略，把目標轉
到國際層面，抹黑內地及特區的司法制度。

張華峰：炒作事件燒壞腦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張華峰表示，攬炒派藉

「十二逃犯」的事件，瘋狂炒作，完全偏離事
實，甚至近乎不合常理，令人質疑其行為如同
燒壞腦。他強調，該12人是逃犯，內地執法部
門正依法處理中，攬炒派卻不斷叫囂、說謊，
還把事件提升到國際層面，粗暴破壞內地及香
港的司法制度，行為可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教協日前聲稱全
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公布18名涉嫌違法教師的個人
資料及被捕原因，等同「文革式批鬥」。梁振英昨日
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香港教育出了大問題，相當
一部分的老師是害群之馬。
他重申，教師有私隱權，家長亦有知情權，他只
是提出公開查明屬實後被除牌、警告、譴責的教師
身份。
梁振英指，過去一年多，香港發生聳人聽聞的事，
有逾千名未成年的青少年及百多名中小學教師被捕，
不得不承認是香港的教育出現了大問題，「18歲以
下，這千幾個被捕青少年，未被捕的先不說，那究竟
他們是在哪裏『感染』回來呢？『緊密接觸者』是誰
呢？我相信會是相當一部分的老師，他們是害群之
馬。」

梁振英又指，教師有私隱權，家長亦有知情權，
何況他只是提出公開查明屬實後被除牌、警告、譴
責的教師身份，並非一立案調查就公開。他並指，
英國教育當局亦有類似做法。

梁振英：逾千師生被捕證教育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播發時
評《從陳同佳案看民進黨的政治算
計》指，涉嫌在台灣殺害女友的香港
居民陳同佳去年10月在港出獄後，多
次表示願意赴台自首。但民進黨當局
卻不斷以各種藉口製造障礙、多番阻
撓，對刑事案件做政治操作，罔顧社
會公義和司法公平，盡顯冷血自私的
可恥面目。
去年4月，香港高等法院以洗黑錢

罪判處陳同佳入獄。去年10月出獄
前，陳曾表示有意赴台自首，卻被民
進黨當局以「背後有政治操作」「循
司法互助機制處理」為由拒絕入境。
如今一年過去。近日陳同佳再度表明
有意赴台自首，但民進黨當局又是虛

與委蛇，先是說陳同佳可直接到香港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申請簽註，
之後又拒絕其申請，並再次搬出「司
法互助」的擋箭牌。
時評說，儘管香港特區政府一再申
明，香港當前沒有法律容許將陳同佳移
送台灣，也沒有法律與台灣進行刑事司
法協作，民進黨當局卻仍堅稱陳同佳赴
台須通過「司法互助機制」處理。明眼人
都看得出來，這完全是強人所難，故意
將簡單事情複雜化、法律問題政治化。
事實上，台方完全可以按一般自願自首
情況處理，可參考港台處理2016年「石
棺藏屍案」的方式，通過兩地警務合作
的渠道予以安排。
時評又指，民進黨當局罔顧公義、

胡攪蠻纏，明知法理還要操弄民粹誤
導民眾，蓄意抹黑香港特區政府，這
讓台灣島內的有識之士看不下去。台
灣民進黨當局把本黨政治利益看得比
什麼都重要，在他們眼中，什麼「司
法正義」、什麼「還受害者公道」，
通通都要為政治算計讓路。
時評指出，民進黨當局的真實目

的，顯然是想利用陳同佳案，迫使香
港特區政府與台灣展開所謂「政府
間」協商、啟動「司法互助」。精於
算計的民進黨，為了收穫政治私利，
不惜讓殺人犯逍遙法外，不惜犧牲法
治公義，所作所為無疑是在受害者家
屬的傷口上撒鹽，其冷血自私的醜惡
面目暴露無遺。

新華社時評：從陳同佳案看民進黨的政治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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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攝

香港旅發局昨表示，港星達成「旅
遊氣泡」協議是好的開始，正考慮提
供優惠吸引旅客來港。「旅遊氣泡」
要邁好第一步，做好防疫是前提，食
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指，目前社
區仍存隱形傳播鏈，最新病毒株傳播
力加強，或令本港第四波疫情提早出
現。疫情再響警號，本港的防抗工作
必須爭分奪秒、走在新疫情爆發之
前，加強檢測等措施要馬上行動，從
而築牢「旅遊氣泡」的推廣基礎，重
振本港經濟。

香港與新加坡達成「航空旅遊氣
泡」原則協議，燃點起本港旅遊復甦
的新希望，旅發局正緊鑼密鼓研究機
票、酒店等優惠吸客招數，力求「旅
遊氣泡」落實時一炮打響。同時本港
「健康碼」推進亦再傳好消息，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昨表示，「健康
碼」工具的籌備工作早已完成，正等
待特區政府按疫情發展，與內地相關
部門商討開通時間表。若能盡快有序
恢復與內地的跨境往來，無疑為本港
經濟復甦注入強勁動力。

但無論落實「旅遊氣泡」，還是有
序恢復與內地通關，前提條件是本港
疫情穩定可控。過去兩周，本港共有
116宗新冠確診個案，其中62宗屬於本
地或與本地個案有關，佔比約53%，疫
情追蹤顯示，本港社區仍然存在隱形
傳播鏈。陳肇始更警告，最新病毒株
傳播力加強，第四波疫情可能提早出
現。

面對疫情新警號，本港不能被動應

戰。經歷大半年抗疫磨煉，本港積累
一定防疫經驗，防疫能力亦有所提
高。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指出，
如果政府能在疫情早期就做好追蹤，
及時撲滅「火頭」，第四波疫情未必
一定會來。當務之急是爭分奪秒落實
進一步的防疫部署。

一是加強檢測、力爭清零。目前政
府有三種檢測策略：一是流行病學監
測，從1月至今共進行120萬個病毒檢
測，並有65,000多個門診檢測；二是針
對較高風險特定群組檢測，7月中已檢
測 54.8 萬個樣本；三是針對個案群組
的突發性檢測。本港每日檢測能力目
前公營檢測已達7,000個，私營化驗所
更達7萬個，已有足夠能力將檢測恒常
化，並對高危群組進行強制檢測。

二是徵用檢疫設施、加建臨時病
床。本港檢疫設施瓶頸問題一直沒有
大突破，目前雖已增至4,000個，但新
增檢疫設施進度慢，當疫情再度惡化
時，有必要研究強制徵用酒店作檢疫
設施，以備緊急之用。病床方面，亞
洲博覽館新增2,000多個床位，加上國
家支援香港興建的臨時醫院有800多個
負壓床位，應對疫情能力增強，但仍
要以最壞打算做最充分準備。

目前歐美疫情再趨惡化，本港疫情
外來輸入風險再度升高，給政府提升
防疫準備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落實
強制檢測、增建檢疫設施，政府不能
再停留研究階段，而要坐言起行，為
推出「旅遊氣泡」、「健康碼」創造
更有利條件。

加強防疫準備 兼顧落實「旅遊氣泡」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慶祝深圳特區建立40周年的講

話指出，「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我
們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既從世界汲
取發展動力，也讓中國發展更好惠及世界。經濟特
區建設40年的實踐離不開世界各國的共同參與，也
為各國創造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分享了發展利
益。」互利共贏，是中國改革開放堅持的原則，也
是港深合作、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變定
律。香港要堅持易位思考、互利共贏的合作理念和
胸襟，部分市民更須改變對內地的偏見、誤解、敵
視，真心誠意融入內地發展，把兩地合作付諸行
動，香港才能再次把握新機遇，香港的年輕人才能
找到人生新天地。

深圳及內地改革開放40年成就舉世矚目，香港是
見證者、推動者和受惠者。無論是早期港商直接投
資、引入先進技術和管理理念，形成港深「前店後
廠」的合作模式；還是近年「香港研發、深圳轉
化」等合作新探索，港深在長期交流合作中優勢互
補、相得益彰、互相成就。

習主席在慶祝大會上表示，深圳要積極作為深入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
展新實踐；提出深圳要推動粵港澳三地經濟運行的
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促進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
動，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規
劃建設好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等。這對深圳是
發展目標，對於同為大灣區中心城市的香港也是嶄
新機遇，香港應積極參與其中，貢獻深圳和國家發
展所需，不斷提升香港自身的獨特優勢。

應該看到，深圳多年來心無旁騖、快速發展，
香港卻因政治、社會紛爭等干擾，發展一度裹足
不前，優勢持續弱化。在此消彼長的過程中，香
港有人日益擔憂香港被深圳全面「超車」，甚至
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作用被深圳取代，導致部分

人對合作不再自信，轉為過分計較、傾向自我保
護。事實上，抱持狹隘心態對待合作，在合作中
只強調自己利益優先，以鄰為壑，合作根本難以
推進，更遑論成功。與其擔憂「被取代」，香港
不如多認真思考如何利益與共、踏實前行，攜手
深圳共創雙贏。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回顧，
港深曾積極部署打造蓮塘/香園圍新口岸，但當時
香港社會有聲音認為港深已有多個口岸，足以應付
兩地車流人流的需要，質疑是否有需要再開設新口
岸，而且建設新口岸需要較大開支。但對深圳而
言，增加新口岸可以實現港深兩地跨境運輸東西分
流的布局，而且可有效減輕深圳市區的交通擁堵。
最終，特區政府力排眾議，成功推進蓮塘/香園圍
口岸建設，新口岸已於今年啟用，大大提高兩地跨
境物流的能力及效率，令港深共同受惠。事實證
明，香港在合作中目光一定要放長遠，不僅要從自
己的角度看問題，更要從港深合作、香港和國家的
發展大局來思考和布局謀篇，才能共擔合作重任、
共享發展紅利。

推進港深互利合作，還有一個值得注意、更需要
糾正的問題，就是本港部分市民因受到一些別有用
心的媒體和內外勢力誤導，對內地心存偏見，甚至
抱有仇視敵視心態，有些年輕人對深圳和內地持嚴
重的負面看法，以深圳河為界畫地為牢，這不僅阻
礙了香港與內地合作發展，更影響了香港的繁榮穩
定，也壓縮了年輕人的發展空間。深圳飛速發展，
改革開放再出發，也為香港提供了巨大機遇。特區
政府、香港社會各界要全身心投入到新的改革開放
大潮中，同時責無旁貸從宣傳教育入手，引導香港
青少年全面正確認識、了解內地，主動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抓住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新機遇，找到人生
的更廣闊天地。

易位思考消除偏見 實現互利共贏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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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在深圳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重要講話的昭示（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