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書蘭）
警方日前拘捕53名去年組織或參
與「初選」、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的攬炒派分子。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譚惠珠昨日接受電台節目訪
問時指，「初選」參與者表明意圖在
「35+」後，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
案，是一步一步有系統的組織及策
劃，旨在製造憲制危機，這情況就
是非法，表面上已夠證據逮捕。

譚惠珠表示，「初選」本身並非
違法，立法會議員否決特區政府提
案亦非違法，但「初選」參與者未
當選進入立法會前，已表明要無差
別否決政府提案，製造憲制危機，
令特區政府停擺，甚至行政長官下
台，這情況就是非法。
她以駕駛汽車及購買天拿水為

例，指駕駛汽車本身不是非法，但
蓄意過白線撞人則是非法；購買天

拿水、玻璃樽、剪布條都不是非
法，但以此製作汽油彈則是非法。
譚惠珠相信，警方會進行相關

搜證，證明其是否非法手段，而
所有刑事案件，律政司都是在看
到有合理定罪機會下，才會提出
檢控，做法嚴謹。
被問到在「初選」投票的人會
否違法，她表示不會有此擔心，
認為這種假設只會製造恐慌。她
相信警方及律政司都是看證據辦
事，並非要追究投票者。

譚惠珠：「初選」圖製憲制危機即非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於上月被控

煽動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獲法庭

批准保釋但須交出所有旅遊證

件。不過警務處國安處日前以涉

嫌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胡志偉時，揭發他未有如實向法庭

交出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違反保釋條件，並於昨日被

押上法庭應訊。控方指出，胡志偉去年初曾持BNO遊泰國，不相信

他對旅遊證件有「誤解」的辯解，更涉嫌作出虛假聲明及誤導警

員，不排除會加控其他控罪。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認為，胡志偉的潛逃

風險增加，故撤銷其保釋，下令將他還柙至下月8日再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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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逃風險增 鴿偉撤保還柙
控方指胡志偉涉作出虛假聲明誤導警員 不排除加控

58歲的胡志偉前日下午就其違反法庭保釋條件提堂，但因
辯方稱需時審視理據及文件，案
件押後至昨日再處理。裁判官羅
德泉應控方要求撤銷胡志偉的擔
保，還押懲教署，至昨晨由懲教
署押上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應訊。
控方要求法庭撤銷胡的保釋。
據了解，胡志偉上月17日因涉煽
動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案，在法
庭提訊後獲准保釋，但須交出所
有旅遊證件。胡志偉向法庭繳交
旅遊證件時曾作出聲明，表示有
特區護照及回鄉證，惟在BNO一
欄卻留白。
胡志偉日前因涉干犯香港國安
法被捕後辦理保釋手續，並要交
出旅遊證件，在回應警方問及有
否旅遊證件時最初聲稱已全交到
法庭，再被警方查問時，胡志偉
才稱尚有一本BNO在家中，並辯
稱自己對法庭命令的「理解」出
現問題。據胡志偉向警方交出的
BNO顯示，其有效日期為2019年
9月至2029年9月。
辯方昨日聲稱，胡志偉在法庭

申請保釋時，誤解為交出旅遊證
件而非「所有」旅遊證件，又稱
胡志偉絕無離開香港或潛逃意
圖，聲稱胡志偉在港生活數十
年，又要照顧長輩和家人，上有
高堂下有妻房需要照顧，亦一直
謹遵其他保釋條件，希望法庭可
再施加額外的保釋條件，讓被告
續獲保釋。

胡去年曾持該BNO赴泰
控方則反駁指，胡志偉去年初

曾持該本BNO離境到泰國，難以
相信其辯解，更指胡或涉作虛假
聲明及誤導警員，不排除會加控
其他控罪。
主任裁判官羅德泉在聽取雙方

陳詞後指出，保釋申請需權衡風
險。在上一次聆訊申請保釋時，
胡志偉已帶備特區護照和回鄉
證，明顯知悉須交出所有旅遊證
件，加上法庭聲明中已清晰提醒
胡志偉需交代所持有及呈交的旅
遊證件。他在重新審視後，認為
胡志偉潛逃的風險增加，故決定
撤銷其保釋，將他還押懲教署看

管，至案件於今年2月8日再提
堂。

本月15日再出庭申請擔保
根據法例，被告可保留每8天覆

核保釋的權利，故他將於1月15
日再出庭申請擔保。民主黨副主
席林卓廷昨日聲稱，該黨會全力
支援胡志偉所有法律程序，並會
詳細研究上訴的可能性。
胡志偉與立法會前議員梁國

雄、朱凱廸，「民陣」召集人陳
皓桓，東區區議員曾健成、徐子
見、陳榮泰以及社民連成員鄧世
禮，分別被控於去年6月30日在
中環特區終審法院外非法煽惑其
他身份不詳者在無合法權限或合
理辯解的情況下，明知而參與一
個屬未經批准集結的公眾遊行，
另於去年7月1日在灣仔軒尼詩道
和杜老誌道一帶，連同其他身份
不詳者在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
的情況下明知而參與、舉行或組
織一個屬未經批准集結的公眾遊
行。
8名被告將於下月8日再提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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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香港警方拘捕50多
個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而被逮捕的攬炒派中
人，歐盟方面「敦促」特區政府尊重香港法
治、民主自由。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則呼
籲立即釋放被捕的「在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
中行使合法權利」的人員。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華春瑩在昨日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說，任何
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都不會允許危害國家安
全和嚴重破壞政府依法履行職能的行為，並
借美國國會日前被示威者衝擊一事，質疑有
關人等的雙重標準。
華春瑩在中國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批

評，有個別人對香港警方正當執法行動妄
加評論，嚴重干涉中國主權和內政，中方
堅決反對。

任何國家都不會允破壞政府履職
她強調，香港警方依法拘捕的人涉嫌違
反香港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危害國家
安全行為與民主自由無關，所謂政見不同
與企圖嚴重破壞政府依法履行職能之間是
存在清晰界限的。任何法治國家和法治社
會都不會允許危害國家安全和嚴重破壞政
府依法履行職能的行為。
華春瑩同時質問，美國近日發生的衝擊
國會事件，和香港在修例風波期間發生的
衝擊立法會事件相比，「為什麼有些人作

出不同的反應？為什麼同樣是抗議者，在
美國就是『暴徒』，在香港就是『民主英
雄』？為什麼在美國就是『捍衛民主自
由』，在香港就成了『壓制民主自
由』？」
華春瑩引用美國白宮發言人日前在電視

聲明中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暴力行為，而美
國有些社交媒體對美國領導人也採取了限制
措施。「這說明，即便在美國，言論自由也
是有界限的，濫用所謂的自由是要付出沉重
代價的。為什麼在美國不可接受的事情，香
港就必須接受？為什麼在美國都不允許的
『自由』，要求香港必須允許？」
針對有個別媒體稱，在香港發生的衝擊

立法會事件和在美國國會發生的事情是不同
的，不應該作比較。華春瑩反駁：「如果非
說兩者不同的話，我想至少有兩點不同：
第一，2019年7月衝擊香港立法會的那些
暴徒，打砸破壞立法機構，追殺無辜民
眾，用汽油彈和匕首攻擊警察。這樣的罪
行比在美國爬上國會外牆、衝進國會更嚴
重、更惡劣，更應該被定義為『暴徒』、『恐
怖分子』，更應該受到法律嚴懲。第二，在
美國國會發生的事情是美國人自己組織
的，而在香港發生的事情是有外部勢力煽
動、策劃、組織、指揮和實施的，而美國有
些人在其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外交部：同樣暴力
在美暴徒 在港英雄？

傳警國安處出手 封網「香港編年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記
錄大量警務人員、建制派人物個人資
料的網站「香港編年史」，前晚發聲
明指使用部分香港網絡供應商服務的
用戶無法連線至該站，質疑有網絡供
應商應政府部門要求封鎖其網站。據
悉，今次封網行動有可能是香港警務
處國家安全處首次依據香港國安法第
四十三條採取行動。

網站「香港編年史」中記錄了大
量與修例風波有關的資訊，如「黃
店」資訊以及警務人員、建制派人
物的個人資料。「香港編年史」聲
明稱，自本月6日開始接到用家的
報告指，在使用本地多間流動網絡
供應商服務時無法連線至該網站，
但透過「虛擬私人網路」（VPN）
以外地IP位址就能連接，故他們

有理由相信香港的網絡供應商「主
動封鎖」其網站內容，其中或涉及
政府部門的要求或合作。
警方回應傳媒查詢時指，不評論

個別個案，但表明根據香港國安法
第四十三條，警方可要求服務商對
發布在電子平台上相當可能構成危
害國家安全罪行，或相當可能會導
致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發生的電子
信息作出禁制行動。警方採取任何
行動，會按實際情況，依法處理。

●●胡志偉還押懲教署胡志偉還押懲教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首批200萬劑疫苗月底到港、下月開始
接種，特區政府昨晚與醫療組織及私營業
界代表會面，商討協助接種及營運疫苗接
種中心問題。本港從未進行如此大規模的
疫苗接種工程，充分調動私家醫護一起
做，可又快又好做好疫苗接種。對此，政
府須切實回應私家醫護的關切、做好統籌
安排，同時及時收集疫苗數據，做好疫苗
接種科學解釋，消除市民對接種疑慮。

美歐及內地的疫苗接種工作正緊張有序
進行，本港最快下月開始接種。本港目前
要抓緊時間，汲取各地經驗教訓，做好本
港疫苗接種準備。疫苗接種計劃專責工作
小組成員曾浩輝近日表示，希望小組本月
底完成籌備工作和公布細節，2 月開始接
種計劃。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徐德義透
露，政府擬在全港18區每區至少有一個疫
苗注射中心，方便市民接種疫苗，而衞生
署及顧問專家組正研究各款疫苗的安全
性、有效性及品質，再向政府提出建議。

疫苗接種的其中一個挑戰，是人手安
排。政府目前傾向於調動私家醫護資源、
公私合作開展接種工作，私家醫護及醫療
組織亦表現出積極參與的願望。西醫工會
會長楊超發表示，全港約有1,000名私家醫
生可協助接種疫苗，這次很多醫生都願意
參與新冠疫苗注射，估計一周可打100萬
針。

本港將有 3 款疫苗先行接種，其中輝
瑞、BioNTech / 復星的疫苗對運輸、儲存
有更高要求，參與接種計劃的私家診所需
要專業設備；疫苗接種後可能出現副作

用，私家醫生需要準備如腎上腺素等急救
用品，及有免責安排。政府應傾聽私家醫
護及醫療組織面對的實際問題，通過協商
妥善安排，並在接種價格、時薪等增加誘
因，吸引更多私家醫護參與接種計劃。

疫苗接種的另一挑戰，是市民參與的積
極性。民建聯最新一項民調顯示，有近七
成市民表示願意主動接種疫苗，但仍然有
多達48%表示擔心疫苗的副作用，顯示如
何以科學數據、清晰向市民解釋疫苗效
果、消除疑慮，政府要加把勁。

近日巴西聖保羅州的研究結果顯示，內
地製造的科興疫苗有效率為78%，未有出
現重症病例，巴西衞生部長已宣布，聯邦
政府準備購買一億劑科興疫苗；早前，土
耳其亦公布同款疫苗的有效率是91.25%，
印尼伊斯蘭學者理事會同意接種科興疫
苗，總統佐科維多多曾表示，會在下星期
接種第一劑疫苗；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
盧寵茂前日已在深圳接種科興疫苗，對國
產疫苗投下信心一票；政府專家顧問、中
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
科興疫苗有效率算理想。

特區政府需密切追蹤各款疫苗的科學數
據發布情況，運用包括網絡媒體等多種形
式，向公眾清楚講明疫苗接種的優先次
序、各款疫苗的差別、何類人士不能接
種、願意接種者的注意事項、可能出現的
各種副作用及有嚴重反應時應如何做、向
何機構求助。這類資訊宣傳要做得詳盡、
到位，引導市民理性科學參與疫苗接種，
以利本港早日控疫。

統籌公私醫護 做好疫苗接種安排
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受襲案，3名被告昨日被

判入獄4年3月至5年半不等，是已審結的修例
風波相關案件中，暫時最重的刑期。表達訴求
須合法和平，訴諸暴力必受法律懲罰，這是國
際社會共識。美國總統特朗普被指煽動支持者
衝擊國會，或面臨被罷免、彈劾的命運，甚至
會被控意圖推翻美國政府。香港需要依法嚴懲
參與暴動者，以儆效尤，戴耀廷之流一再煽動
暴力、圖謀顛覆政權的策劃者、組織者，不更
應受到法律制裁、以彰顯法治公義？

付國豪在香港國際機場受襲案，轟動一時。
法官指出案件對香港的多重傷害：案件發生地
點為香港國際機場，是香港通往世界的窗口及
地標，令香港「和平示威之都」的聲譽受損；
對遊客和行人造成滋擾及不便，令世界質疑如
此重點設施也受佔據，香港是否仍然安全；因
一小撮人的暴力行為，影響大部分香港理性年
輕人的聲譽，實在不值得。法官表明，當日的
情況「傷透好多香港人的心」。

法庭之所以重判本案被告，更要顯示法庭維
護公共秩序的決心。修例風波中，暴徒打着
「五大訴求」旗號，肆無忌憚濫暴「私了」，
如今法庭撥亂反正，重振尊重法治的意識，正
如法官所指，「無論個人理念有多崇高，一旦
使用暴力解決問題，道理就變成歪理。」基本
法和相關法律保障港人享有充分的言論及集會
自由，但前提必須合法和平。法庭的判決傳遞
明確信息，香港作為法治社會，絕不容許任何
暴力行為，任何理由和借口都不能成為暴力的
「護身符」。

不容有人以暴力表達訴求，將政治凌駕法
治，是國際社會共同盡力捍衛的普世價值，美

國及國際社會對美國國會暴亂的態度，將此普
世價值表現得淋漓盡致。世界各國領袖紛紛譴
責暴亂，除了呼籲追究暴徒的責任外，矛頭更
直指向特朗普。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直言，暴力衝突是「來
自最高權位」的謊言、分化、對民主的鄙視、
仇恨和煽動的結果；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有
成員發聲明，敦促副總統彭斯及特朗普政府的
內閣成員，援引憲法第25修正案罷免特朗普；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表明，「如果副總統和內閣
不採取行動，國會可能準備推進彈劾」；有美
國憲法學者認為，若特朗普今次再遭遇彈劾，
嚴重的話罪名很可能是煽動民眾或意圖推翻美
國政府。

可見，參與暴動固須遭法律嚴懲，煽動暴亂
者，更應罪加一等。回看本港，日前警方以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顛覆政權罪，拘捕多名
「35+初選」的組織者、參與者。撰寫「攬炒十
步曲」為落實「初選」提供指引兼親自操盤的
戴耀廷，亦是被捕者之一。戴耀廷鼓吹「公民
抗命」「違法達義」，策動非法「佔中」、
「修例風波」、「雷動2.0」、「初選」等違法
暴力事件，一步步推進「港版顏色革命」。昨
日獲保釋後，戴耀廷還放言：「香港進入寒
冬，吹緊的風又猛又凍。相信好多香港人用自
己方法逆風而行。」戴耀廷繼續露骨暗示，不
停止煽風點火。

特朗普「貴」為一國元首，煽動暴動尚且遭
千夫所指，更可能被追究法律責任，戴耀廷、
黎智英等暴亂的煽動者、策劃者，在香港興風
作浪，危害國家安全、損害香港法治穩定，還
能逍遙法外、逃避罪責？

暴力必遭法辦 煽暴更應追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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