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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串謀欺詐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罪的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

英，上周三（23日）獲高等法院法官李運

騰批准保釋，但須禁足留在其何文田寓

所。連日來，黎智英疑不甘寂寞，更罔顧

疫情「播毒」風險，連續多天呼朋喚友於

其寓所「搞局飯聚」，以致不時有車輛穿

梭其寓所，更令外界質疑其有所圖謀。警

方昨日突於其寓所附近設置臨時路障截查

途經車輛，並要求司機打開車尾箱等檢

查，以防止有人藉機匿藏車內潛逃。

警防肥黎潛逃 黎宅路口查車
要求司機開車尾箱檢查 黎寓所「飯聚」疑有圖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黎智英「搞局飯聚」日程
12月24日
◆黎智英獲准保釋翌晚，罔顧疫情「播毒」風險，在寓
所邀請超過20人參加平安夜「飯聚」，出席者包括黎
妻李韻琴的胞妹李潔琴、胞姊李偉琴，以及反對派民
主黨前主席楊森等。

12月25日
◆黎智英於寓所先後「密會」其人事擔保人、反對派民
主黨前主席何俊仁、民主黨前議員李永達、民主黨副
主席林卓廷、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前天主教香港
教區主教陳日君。其中林卓廷離開時聲稱與黎會面只
是「傾吓偈，食吓飯」，但當晚即在網上開直播疑為黎
智英代言，被政界質疑黎已違反保釋條件。

12月26日
◆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
敏、《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香港《壹週刊》前社長
楊懷康等人，中午12時前先後抵達黎宅「密會」逾兩
小時才離開。

12月27日
◆黎智英繼續呼朋喚友「飯聚」，中午12時左右有多
名親友到其寓所聚會，當中包括偕同家人一起的長子
黎見恩及次子黎耀恩，以及一名自稱是黎智英兄長的
男子。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昨晨約8時起，已有警員分別於黎智英居住的加
多利山嘉道理道兩邊，即分別通往太子道西及

亞皆老街的下山路口設置臨時路障，不時截查途經的
可疑車輛，並要求司機落車打開車尾箱檢查，當中亦
包括一些傳媒機構的私家車。當記者向現場警員詢問
行動目的時，有警員僅稱是「一般巡查」，未提及是
否與提防黎違反保釋條件，擅離住所或潛逃有關。
及至昨日中午約12時，記者再發現黎智英多名親
友，包括其長子黎見恩和次子黎耀恩帶同各自家人到
達黎智英的寓所，另外，亦有一名自稱是黎智英兄長
的男子到訪。

邀逾20人到寓所「飯聚」3句鐘
然而在此前一連多天，被禁足離開寓所的黎智英已

不斷呼朋喚友在家「搞局飯聚」。包括他於獲保釋翌
晚（24日），已罔顧疫情「播毒」風險，邀請超過
20人到其寓所大搞「飯聚」，出席者包括反對派民主
黨前主席楊森，他們聚集屋內時間長達約三小時。
及至上周五（25日）及前日（26日），黎智英又連續
於寓所「密會」一批反對派政棍和壹傳媒集團高層，
包括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
以及民主黨副主席林卓廷、民主黨前議員李永達、前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以及壹傳媒行政總裁張
劍虹、《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蘋果日報》總
編輯羅偉光、香港《壹週刊》前社長楊懷康等人。
現年73歲，官司纏身的黎智英，分別在本月3日及

12日被控「串謀欺詐」及香港國安法中的「勾結外國或境
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兩
案均押後至明年4月16日再審，被告原須還柙。惟至
上周三（23日），已還柙20天的黎智英竟獲高院法官李
運騰批准以1,000萬元及多項保釋條件返家，惟不得離
港、不得離開其住所、每周須到警署報到三次，以及
不得於紙本或社交媒體上發表意見及留言。
就黎智英獲准保釋，令社會各界譁然，認為是匪夷
所思。律政司亦於上周四（24日）正式入稟特區終審
法院提出上訴，要求進行緊急聆訊，同時申請臨時命
令要求在等候處理上訴許可期間，重新羈押黎智英。
有關聆訊原定於本周二（29日）進行，惟終院最後改
於本周四（31日）上午10時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涉嫌違反香港國
安法的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近日竟獲法庭批
准保釋，其中一項保釋條款為於保釋期間不得在
網上社交平台發布帖文和評論等。不過，民主黨
副主席林卓廷（鴿廷）日前拜會黎後，隨即於網上進
行直播，為黎智英辯解並反駁外界的批評。有政法
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質疑，林卓廷的
表現猶如黎的代言人，令人感到他在向外界宣示黎
智英的政見，此舉或已違反了有關的保釋條款。
黎智英自獲准保釋後，連續數天招呼攬炒派

政界中人到其大宅會面。本月25日林卓廷與黎
會面後，隨即在網上進行直播，為黎護航。林
卓廷稱黎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已了解自己將
成為「頭號打擊對象」，明知有風險仍留在香
港，是為了「堅守信念」，又稱「唔好咁天真
以為無人監視黎智英」。林卓廷形容，黎智英
現時的住宅是租的，並非自己的物業，外界要
先查清楚，不要「亂批評」云云。

梁志祥：令人質疑黎林有「協議」
對於林卓廷為黎智英辯解，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梁志祥表示，林卓廷連黎智英所住的單位是
租是買這麼私人的事也瞭如指掌，其直播言行

更猶如化身成黎的代言人般。他認為，雖然林
卓廷「護主心切」，但此舉或已涉嫌違反了不得
在網上社交平台發布帖文和評論的保釋條款，
更令外界質疑，他們在屋內作了什麼協議。

容海恩諷林扮黎「代言人」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林卓廷作為

政治人物，其言行不會是即興，為何選擇在與
黎會面後，專程透過社交平台很詳細地為黎辯
解、當中發生什麼事情，大家自有公論。今次
林的舉動更令人感到他扮演了黎的代言人，及
覺得他是一枚棋子，被安排做些事情。

馬恩國質疑黎借林口說「信息」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表

示，林卓廷身為民主黨副主席，屬於有經驗的
政治人物，當然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及要說什
麼話，如此高調發言，不會隨便說說，或只是
「有感而發」。他質疑，有關言論是黎智英借
林的口說一些信息出來。事件反映當日法官批
准黎智英保釋時，沒有考慮到黎智英會利用各
種手段，及有其他人的協助，可以避過保釋條
款的限制，從而達到其目的。

鴿廷直播代黎「回應」政界批涉違保釋條款
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被批准保釋一事，

令民間反對聲音難以平伏，「公民力量」成員李
梓敬日前喺網上分析，認為黎智英「走佬」嘅可
能性好大，所以法院唔應該批准保釋。不過，
民主黨副主席林卓廷上周五見完黎智英，當晚

就喺網上直播反駁李梓敬言論，仲幫黎講盡好話，不過，唔少
網民都認為，林卓廷講嘅嘢真係「一句都信唔過」。
林卓廷話，黎智英係香港警方國安處嘅頭號人物，如果要走

嘅話「十世前就走咗」，唔會等到𠵱 家先俾人拉，所以𠵱 家黎
智英明知有風險仍然留喺香港，係為咗「堅守信念」喎。
不過，唔少網民一早已經睇穿林卓廷嘅把戲，認為佢信唔過。

「鄭學青」就攞返民主黨知名造假事件出嚟講話︰「信你，『釘書健』
（林子健）是無辜嘅。」「高俊」叫佢不如先交代吓前黨友許智峯做乜
呃人，「不如講吓許智峯點樣欺騙市民往丹麥開氣候會議，實質著
（着）草呀，應該多人想知。」
「Patrick Wong」質疑林卓廷係黎智英「走狗」︰「你們認真配稱

『飯民』，你們不用對選民負責嘅咩？只會定時定刻去肥佬（黎）
私宅『面聖』……慶幸依（𠵱 ）家無得撈，冇得花白花納稅人錢，
不過唔怕。」
「Derrick Chi Fai Luk」批評林卓廷撑（撐）「賣國賊」，「仲撑

（撐）黎生（黎智英）呢個『賣國賊』？林卓廷仲有冇良知？」「Joe
Cheung」就問林卓廷︰「你有收到他的錢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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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昨日於黎智英何文田大宅附近嘉道理道通往太子道西的路口，設置路障截查車輛，防止有人藉機匿
藏車內潛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黎智英（中）上周三晚深夜獲保釋後離開
高等法院羈留室。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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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公眾對被控違反國安法等罪
行的黎智英獲保釋不斷發出強烈質疑。
質疑的其中一個核心問題，是法官有什
麼「充足理由」，相信黎智英在保釋期
間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國
安法第 42 條的表述很清晰，就是凡干
犯國安罪行的，原則上不准保釋，保釋
是有「充足理由」之下的例外。對黎智
英這個違反國安法的重犯能否保釋，法
官有責任按法律規定的原意去裁斷，這
事關香港國安法的尊嚴是否得到維護，
是重大法律原則問題。這是保釋決定引
發社會質疑的問題核心，法官對此必須
有確鑿的法律解釋。

香港國安法第 42 條明確規定：「對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
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
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在這裏，
「除非」是一個排除式的表述，意即凡
是違反國安法者，不准保釋是「起
點」、是「基本處置」，准予保釋是
「特例」；而這個「特例」成立的必要
和充分的條件，是法官有「足夠充分」
的理由「相信」被告不會再實施危害國
安罪行。

公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記憶是清晰
的。黎智英長期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在今年6月底香港國安法生效後，
繼續作出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其間透過社交媒體及其控制的媒
體發表文章，接受外媒訪問，意圖煽動

他人或外國對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進行
制裁；警方調查還發現黎智英與一個乞
求外國對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進行制裁
的組織有關聯。而在今年8月因涉欺詐
罪被捕保釋後，黎智英繼續進行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勾結外國勢力插手香港
事務，對抗中央政府，赤裸裸乞求外國
或境外勢力制裁香港及國家。法官有什
麼「充足理由」相信，即便繳交 1,000
萬保釋金、即便有一系列禁制公開活動
和言論的保釋條件，黎智英就會停止一
貫在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大眾媒體揭露的事實顯示，黎智英獲
保釋後，在家中頻密「見客」，與一眾
攬炒派政客密會，其中包括李柱銘、何
俊仁、陳日君，以及同被警方國安處拘
捕並獲保釋候查的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
虹等人。誰能擔保，這不是黎智英在密
謀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一項
法律，如果不能正確忠實執行，法律的
威嚴就會受到傷害；法官的裁斷如果不
能忠於立法本意，就是罔顧職責。

目前律政司已就黎智英保釋提出上
訴，理據相當充分，這是對法律和公義
負責。目前公眾仍未看到法官對黎智英
獲保釋一案的判詞，公眾強烈呼籲，法
官能在判詞中，給出他認定黎智英在保
釋期間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的「充足理由」。這是維護香港國安法
尊嚴、維護國家安全的強大民意，司法
機構不能漠視。

保釋黎智英的「充足理由」在哪裏？
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透露，過去一年有3%特定

檢測群組人士懷疑提交假的深喉唾液樣本，用水喉
水取代口水。衞生防護中心表示這種做法或會有法
律責任。

3%的比例固然令人震驚，意味牽涉的虛報個案
可能數以萬計；更讓人吃驚的是，防疫當局從未透
露過這種不屬於個別的現象，更沒有任何相關的執
法信息，沒有公開譴責、制止這種不負責任的違法
行為。

本港經歷四波疫情，在防疫措施的補漏方面逐步
改善，但落實不到位的情況依然嚴重，政府必須認
真學習內地啟動「戰時狀態」的防疫態度，從每一
個環節有效落實防控措施，對部分市民的劣行勿以
「小惡」而縱容，嚴格執法，才有可能實現「清
零」。

經歷過多波疫情折騰，政府近期痛定思痛，亡羊
補牢，重視從法例制度入手堵塞防疫漏洞，包括要
求海外入境人士入住指定酒店隔離21天，安排專車
接送入境者去指定酒店做到閉環管理，加強對爆疫
群組落實強檢令等等。但再嚴格的措施，關鍵都重
在落實執行，否則形同虛設，就會失去堵截疫情擴
散的意義。

袁國勇透露有 3%深喉唾液樣本造假是一個警
號，凸顯本港在落實檢測措施上的重大漏洞。不要
認為3%的比例很低，根據立法會文件，截至11月
初，本港已處理了逾61萬個特定檢測群組樣本，以
此推算3%已涉及18000多個樣本。既是高危群組強
檢，這些造假者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陽性比例，亦
可能已有18個感染者在社區播毒，以新冠病毒的高
傳染性，足以成為本港疫情擴散的「火頭」。

防疫措施的制定和落實，必須做到滴水不漏，努

力做到堵住任何一個漏網之魚，否則根本無法做到
「清零」。檢測樣本造假而沒有執法堵截，一葉知
秋，足見本港防疫措施落實粗疏，監控不到位。

提供假樣本蓄意造假，本身當然是這些自私市民
不守法的惡劣行為；但另一方面，這種造成強檢重
大漏洞的違法現象，顯然存在多時，相關部門應該
一早知悉，為何一直未見有對違法者依法懲罰以儆
效尤呢？如果政府能夠在發現第一宗假唾液造假時
就強勢執法，並且高調示警，相信就不會出現有
3%假唾液樣本的驚人現象。為何明明發現嚴重漏洞
卻置之不理，是不重視還是束手無策？這是政府必
須檢討的問題。

香港法例第599A章《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
任何人未有遵從強制檢測公告的要求，可被罰款
10,000元，若收到強制檢測令不遵從，更可處罰款
25,000元及監禁6個月。政府若對逃避強制檢測的
行為長期不執法，只會令市民失去了對法律應有
的敬畏，增加政府抗疫的難度，令全港市民受
害。

內地成功的防疫經驗，正正在於政府以「戰時思
維」的態度和措施，一絲不苟防疫，各部門充分合
作聯防聯控，對防疫要求嚴格落實、一步到位，做
到誰違規誰負責、誰疏忽誰負責。近日北京、遼寧
等地出現零星個案，當地政府立即宣布進入「戰時
狀態」，動員人力物力展開大範圍的檢測排查，對
爆發病例的地區實施封閉式管理；最關鍵是執行防
控措施一絲不苟，不允許出現任何執行環節的疏
漏。相比之下，香港因為措施和落實上的不到位，
已經錯失了太多的疫情防控時機。特區政府必須展
現堅定的防疫意志，以一抓到底的態度和措施應對
疫情，才有實現「清零」的希望。

勿以「小惡」而縱 才能實現「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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