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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奧捏造事實圖美化12逃犯
2020年12月20日（星期日）

特區政府強烈不滿美官混淆是非 指內地機關正按法制處理案件
■ 蓬佩奧
蓬佩奧(( 小圖
小圖)) 昨日發
文 ， 要中方
要中方「
「 立即釋放
12逃犯
12
逃犯」。
」。 資料圖片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昨日在社交媒體發
文 ， 捏 造 事 實 ， 企 圖 美 化 香 港 「12 逃

李宇軒

犯」的犯罪行為，更聲言要中方「立即
昨日發表聲明不點名批評蓬佩奧的言
論，表明堅決反對有美國官員就「12 逃

涉及去年 9 月在灣仔駱克道管有汽
鄭子豪 油彈原材料案，被控串謀意圖縱火
及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罪

犯」的言論，指出該 12 人是涉嫌干犯多
宗嚴重罪行的香港通緝犯，在潛離香港

涉及去年 9 月在灣仔駱克道管有汽
廖子文 油彈原材料案，被控串謀意圖縱火
及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罪

期間於內地水域涉嫌干犯偷越國（邊）
境罪而被內地執法部門依法拘捕，內地
機關正按其法制處理案件。特區政府對

喬映瑜

有關美國官員罔顧事實、混淆是非的言

郭子麟 涉嫌去年11月於旺角參與暴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前的東柏林」，故「積極阻止其民眾到
其他地方尋求自由」云云。
特區政府昨日發表聲明，指該 12 名逃
犯是香港通緝犯，在香港涉嫌干犯多宗
嚴重罪行，包括涉嫌製造或管有爆炸
品、縱火、串謀傷人、暴動、襲警、管
有攻擊性武器、管有工具可作非法用
途、違反香港國安法有關勾結外國或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等（見表）。

潛離港被內地執法部門依法拘捕

准離開香港。他們並沒有留在香港面對
法律責任，反而以不合法的方法潛離香
港，逃避法律責任。他們在內地水域因
涉嫌干犯偷越國（邊）境罪被內地執法
部門依法拘捕。
發言人重申，內地機關正按其法制處
理案件，特區政府不會干預其他司法管
轄區的執法及司法工作。待內地當局依
法處理這 12 名逃犯在內地干犯的罪行
後，特區政府會要求將他們送返香港，
追究他們在香港所涉嫌干犯的罪行。

發言人續說，在 12 人中，有 10 人已被
香港法院起訴，其後獲保釋候審，但不

港警行動與涉案者政治背景無關

發言人強調，犯法的人必須面對法律
制裁。這是任何法治社會應做的事 ，
「香港警方的行動是針對違法行為，與
涉案者的政治背景無關，作出拘捕完全
是基於證據和嚴格按照法律進行。」警
方一直公平公正、不偏不倚地依法處理
所有案件。
發言人重申，香港有獨立的司法制
度。任何人會獲得公平公正的審訊 。
律政司一直按證據、適用法律和《檢
控守則》獨立地作出檢控決定，不受
任何干預。任何違法的人均須為其行
為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眾議院
月初無異議通過所謂「香港人民自由和選擇
法案」，但該法案前日在參議院被共和黨籍
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反對，意味法案
幾乎無法在今屆國會通過。克魯茲聲稱民主
黨企圖利用香港局勢修改美國移民法，令很
多無法證實的「受迫害者」獲得難民身份，
而中國亦會「借機派『間諜』滲透美國」云
云。香港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批評，美國政客從頭到尾只是在爭取其黨
派的政治利益，更借香港炒作不實的中國問
題，圖干涉中國內政，並相信失去利用價值
的攬炒分子很快會被過橋抽板。
克魯茲在發言時聲稱，法案是為美國民主
黨而非香港而制定，並指控民主黨議員企圖
利用香港局勢修改美國移民法。他稱根據美
國目前的移民法，港人本來就有資格成為
「難民」，且總統特朗普已於今年 7 月增加難
民名額及分配予港人，故法案通過後會大幅
降低美國難民門檻，中國亦可能會利用寬鬆
的移民標準「派遣更多『間諜』到美國」。
有關法案提到會向「逃離政治迫害」的港
人提供臨時保護，並加快他們申請難民身
份，及協調其他國家為港人提供庇護，有關
人等的配偶、未滿 27 歲的子女及無其他國籍
的父母，也能「享有相同待遇」。不過，克
魯茲就聲稱該項法案對中國「未夠強硬」，
於是提出「加辣」措施，包括限制中國對美
國嘅電影業進行審查等等。
由於克魯茲突然提出所謂「加辣」措施，
令該項法案很大可能無法在美國國會今屆休
會前通過。一直乞求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嘅
「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總監、牧師朱耀明
個仔朱牧民就撲出嚟話好失望，話美國應該
要為「民運人士」提供避風港及肩負協調同
領頭責任云云。

梁振英：反映
「國際戰線」
幼稚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發帖揶揄一班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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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國際戰線」嘅攬炒分子：「《香港人
民自由和選擇法案》在美國參議院闖關失
敗。華裔美國人、『香港民主委員會』執行
總監、朱耀明的兒子朱牧民表示失望。有些
人反共反華上腦，以為自己將中國視為敵
人，西方國家就沒有其他外交上的考慮。這
就是『國際戰線』的幼稚。」

葉國謙：政客只重政治利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指出，美國政客從頭到尾只是在爭
取其黨派自己的政治利益，並狠批美方針對
香港所做的這些小動作根本毫無意義，又相
信美方近日借香港打擊中國、炒作不實的中
國問題干預中國內政，國家必定會反擊。

蔡素玉：攬炒分子失利用價值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表示，美方的做法
明顯是炒作打擊中國的政治議題，亦證明「港
獨」及攬炒分子已失去被美方利用的價值。
她直言，美方深知香港的黑暴、攬炒分子
只懂破壞，收容他們只會加重其國家的負
擔，並批評美國兩黨議員只是在演有「黑臉

網民：意料中事 美自己利益最重要
潛逃外國嘅攬炒分子近日
聲大大話要拓闊咩嘢「國際
 戰線」，包括乞求西方國家
通過為被捕「抗爭者」提供
庇護嘅法案，成班「手足」
都以為執到寶，但正所謂「希望愈大，失望
愈大」，美國國會近日審議嘅《香港人民自
由和選擇法案》，竟然俾共和黨嘅議員克魯
茲反對，令法案或胎死腹中。有「連登」網

民就批評「國際戰線」冇用，美國根本「見
死不救」，但亦有網民覺得係意料中事，事
關喺美國眼中都係自己嘅利益最重要。
有「連登」網民嘅心情就由滿腔期待直插
谷底，好似「留人門封鬼路」就話：「咁都
否決，真係見死不救。」「胃仔」亦話：
「怕共諜根本就係籍（藉）口，D（啲）藉口
真係搞笑。」「無人格的毒男」就稱，呢項
法案最初係由共和黨同民主黨共同提出嗰

白臉」的政治騷，事實上美方無論如何都會
派人反對對其國家不利的法案。

顏寶鈴：美不想接濟無生產力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表示，美方過往
恃着香港有國家安全的缺口，不停操控「港
獨」和攬炒分子破壞香港，完全沒想過香港
國安法的實施會馬上令香港社會恢復穩定。
這些「港獨」和攬炒分子唯恐天下不亂，到
了美國也只會伸手拿失業救濟金，美方根本
不想庇護及接濟這些無生產力的人，故美國
政客唯有在攬炒分子前演政治騷。

陳勇：炒作政治議題干他國內政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批評，美國反華政
客聲稱法案通過後中國會「派遣更多『間
諜』到美國」的質疑是欲加之罪，凸顯美國
政客為了奪權無所不用其極，證明美國一直
借炒作政治議題來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
他續說，雖然美國早前增加「難民」配額
並分配予港人，但今次美國國會的情況已證
明他們會過橋抽板，希望被外部勢力操控的
攬炒分子看清事實。

喎。「流沛」就批評：「根本啲傻仔奶
（舐）共和黨奶上腦，成個共和黨都贊成嘅
法案比（俾）Ted（克魯茲）反對就話係應
該，我×哂（晒）你地（哋）老×啦。」
「Kei Wong」就喺 fb 質疑克魯茲：「加
辣？向香港『抗爭者』加辣呀？侵粉仲要幫
共和黨兜？」曾經多次喺選舉中幫過劉小麗
嘅尤思聰亦覺得奇怪：「會期最後一日至
講 ， 而 （  ） 家 成 條 Bill 要 從 頭 黎 （ 嚟 ）
過。」「Fep Ip」就亦批評：「搞『國際戰
線』啲人去哂（晒）邊？最後咪又係得個講
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航

歐洲議會推「救生艇」 圖助黑暴避制裁

美政客過橋抽板 反對護攬炒「法案」

&1

涉嫌與上水炸藥案有關，更涉嫌干
犯香港國安法，正被警方通緝

李子賢 被控去年在金鐘參與暴動及襲警罪

論表示強烈不滿。

鄧棨然、喬映瑜組織他人偷越邊境
罪；並以涉嫌偷越邊境罪，起訴李宇
軒、鄭子豪、張俊富、張銘裕、嚴文
謙、李子賢、郭子麟及黃偉然 8 人。檢
察院表示，將會為另外兩名未成年疑
犯擇日舉行不公開聽證，並依法作出
決定。
蓬佩奧昨日在 Twitter 發文，要中方
「立即釋放 12 逃犯」，更聲言有關人等
干犯的「所謂罪行」只是「逃離暴
政」，並聲言中方是要將「香港變成以

涉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洗黑錢及無牌管有彈藥

涉及去年 9 月在灣仔駱克道管有汽
鄧棨然 油彈原材料案，被控串謀意圖縱火
及管有物品意圖損壞財產罪

釋放」有關人等。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

16 日公
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檢察院於
布，正式向鹽田區人民法院起訴

「12 逃犯」
罪行

黃臨福

涉及去年10月旺角擲汽油彈被控企
圖縱火罪

張俊富

涉及去年華仁書院發現的遙控炸彈
案，被控串謀有意圖傷人等罪

張銘裕

涉及去年華仁書院發現的遙控炸彈
案，被控串謀有意圖傷人等罪

嚴文謙

涉及去年華仁書院發現的遙控炸彈
案，被控串謀有意圖傷人等罪

涉及今年 1 月上水村屋農地藏有烈
黃偉然 性炸藥DNT案，被控一項製造爆炸
品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
思言）歐洲議會早前通過決
議，要求歐盟「制裁」中國
和香港官員。多名香港政界
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歐洲政府企圖干預中
國內政，插手香港內部事
務，而有關人等提出的所謂
「救生艇」計劃和暫緩引渡
協議均違反了國際原則，有
可能令犯罪分子藉此漏洞逃
避法律制裁。
歐洲議會是次決議支持推
動所謂《馬格尼茨基人權
法》、「救生艇計劃」，並
暫緩歐盟國家以及中國之間
的引渡協議。同時，議會亦
要求歐盟當局就香港人權問
題對有關官員作出「針對性
制裁」。
中方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對
歐洲議會的決議回應表示：
「歐洲議會通過決議粗暴干
預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我們表示強
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葛珮帆批違國際原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批評，歐洲議會企圖干預中
國內政，借機推動香港黑暴
勢力，並直言最近有很多人
勾結外國勢力，部分外國官
員未有完全了解香港的實際
情況，就支持這些黑暴分

子，是借機干預別國內政。
她批評有關的外國政府不
尊重法治及違背國際原則，
刻意縱容暴力，而提供政治
庇護予犯罪者是提供方法保
護黑暴，讓他們有漏洞逃避
法律制裁。

王國興：干中國內政插手港事
工聯會立法會前議員王國
興批評，外國政府經常以雙
重標準處理擾亂社會秩序及
施政的人，並狠批歐盟是在
干預中國內政，插手香港事
務。
他指出，縱火及堵路等違法
行為均與所謂「爭取民主」毫
無關係，並質問假如香港黑暴
分子到歐洲破壞秩序，有關國
家會如何處理，並指歐洲議會
推行有關計劃是違反國際法及
國際關係基本原則，是在直接
支持香港的黑暴分子。

陳志豪：圖包庇港違法者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
主席陳志豪批評，外國政府
有關做法完全是雙重標準。
在西方爆發大型暴力衝突
時，當地政府同樣會以嚴厲
手段執法，但現在卻「聲
援」香港的犯罪者，甚至為
他們提供「政治庇護」，是
有意包庇香港的違法者，所
為極其不當。

張建宗料絕大部分公務員簽署宣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各副局長、政治助理、常
任秘書長及部門首長日前已相繼完
成宣誓儀式。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公務員有責
任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宣
誓是應有之義。目前，已經有3,000
多名新入職公務員簽署聲明，他相
信絕大部分在職公務員都會簽署，
並呼籲社會不要無限放大事件、政
治化和上綱上線。
張建宗在電台節目上強調，宣
誓非常重要及有意義，而拒絕簽
署的舊員工，將令人懷疑他們的
忠誠。「公務員係有個責任去擁
護基本法，去效忠特區……不想
簽便不要做公務員，你有選擇，
入來後心便是支持政府、擁護基
本法。等同一間公司，支持公司

發展，難道與公司對着幹嗎？這
是普通常識。」

至今逾3000新入職者簽署
他續說，至今已有逾 3,000 名新
入職公務員簽署聲明，相信絕大部
分在職公務員都會簽署，並希望社
會不要戴有色眼鏡看待事件，不要
無限放大事件、政治化和上綱上
線。
全體 12 位副局長和 14 位政治助
理本月 16 日早上在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見證下已完成宣誓，而常任秘書
長及部門首長的宣誓儀式亦已於前
日完成。張建宗指出，下月公布其
餘公務員的宣誓安排，宣誓過程相
對簡單，只需要在相關表格上簽
名，然後交予部門上司，相信一天
內可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