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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舉能結束訪京 冀專業交流合作
強調將領特區司法機構依法履職責 維護憲制秩序

應國家首席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

邀請，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

能於5月18日至21日率領司法機構代表團訪問

北京。訪京期間，張舉能一行拜訪了全國人大

常委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

法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並參訪了最高

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和北京互聯網法院，與

內地同行進行了專業交流（見另稿）。張舉能

表示，非常期待與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門在專業

交流、司法科技化方面開展進一步合作，並強

調將帶領香港特區司法機構依法履行職責，維

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

●香港文匯報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5月20
日上午，國家一級大法
官、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
院長賀榮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
能一行在京就深化內地與
香港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合
作、智慧法院建設等座談
交流。代表團還參觀了最
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
和北京互聯網法院。
賀榮表示，近年來，人

民法院忠實履行憲法法律
賦予的職責，立足服務國
家發展戰略全局，先後成
立知識產權法庭、互聯網
法院等專門審判機構，促
進形成鼓勵自主創新、推
動科技進步、繁榮數字經

濟的法治環境，着力構建
中國特色、世界領先的互
聯網司法新模式，取得顯
著成效。最高人民法院支
持香港司法機構與內地人
民法院深化知識產權司法
保護以及智慧法院建設等
交流合作，支持香港鞏固
提升競爭優勢，建設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張舉能表示，近年來人民

法院智慧法院建設成效顯
著，國家知識產權司法保護
取得長足發展，值得香港司
法機構參考借鑒。未來要在
相關領域進一步加強與內地
人民法院的交流分享，希望
取得豐碩成果。

與賀榮座談交流知識產權司法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法援被濫用
的情況不但衝擊法治，更助長黑暴。一班
愛國愛港市民昨日前往金鐘法援署總部進
行請願，指法援遭濫用不禁，令公眾質疑
法援署人員有「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之
嫌，要求加強審查。
請願人士昨日上午在法援署門外拉起橫

額，抗議法援署濫批援助。代表陳先生表
示，法援署應只提供服務予通過經濟資格
審查及案情審查的申請人，即申請人須為
缺乏經濟能力及其牽涉的案件有足夠勝
算，惟不少申請人在缺乏理據的情況下仍
然獲批法援。
他舉例人稱「爆眼女」覆核警方手令案

為例，竟可在毫無合理勝算下仍獲批法
援，已嚴重偏離法援精神，最終上訴庭亦
判其敗訴，但已變相由納稅人埋單。
陳先生說，法援署另一嚴重漏洞是容許

申請人自行選擇律師。資料顯示，申請人
獲分配自行挑選的大律師竟高達九成，
變相鼓勵律師慫恿申請人申請法援再提名
自己，以賺取律師費。有申請人不理案件
性質，自選與自己「理念相同」的「黃
絲」大律師擔任代表，涉及高昂費用，惟
其法援申請亦獲批，造成不公，更有申請
人在獲所謂「612基金」委派大律師的情
況下獲批法援，令人質疑涉及利益輸送，
有關部門必須嚴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警方旺角警區人員去年12
月初展開代號「疾響」反罪惡
行動，巡查旺角區一帶地舖及
樓上酒吧或酒牌食肆，並在黃
店「桔梗」搜出懷疑伸縮棍、
頭盔、盾牌及防毒面具等物
資，及拘捕兩名男負責人，惟
兩人拒保候查（俗稱踢保）。
警方前日再拘捕該兩人，並控
以一項「藏有攻擊性武器」罪
及一項「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
途」罪，案件將於5月28日在
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
去年12月4日晚約9時半，
巡查警員在位於旺角砵蘭街的

黃店「桔梗」店內搜出一支懷
疑伸縮棍、15 個頭盔、盾
牌、15 個防毒面具及兩件反
光背心、3個護目鏡及一些印
有標語的橫額。經調查後，以
涉嫌「管有違禁武器」及「藏
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罪名拘
捕 25 歲姓沈及 29 歲姓王男
子。
兩人當時獲准保釋候查，並

於今年1月上旬向警方報到，惟
二人其後「踢保」。警方表
示，經進一步調查後，前日再
拘捕該兩名男子，共被控一項
「藏有攻擊性武器」罪及一項
「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罪。

5月18日，周強院長會見張舉能一行時，介紹了內地人民法院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化
司法體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周強表示，支持香
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與時俱進，通過司法改革
保持專業、公正和高效，支持內地人民法院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深化交流合作，增強香港
司法人員對國家的了解；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司
法機構全面準確實施憲法、基本法及香港國安
法，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5月1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楊振武會見了

張舉能一行，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主任沈春耀，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參加會見。

楊振武盼雙方走動頻繁些
楊振武對張舉能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表示祝賀，對訪京團的到來表示歡迎。
楊振武指出，張舉能就職後首次率團訪京，充分
體現了張舉能首席法官對推動並加強香港和內地
司法領域交流合作的積極態度，希望今後這樣的
訪京活動能夠多一些，雙方的走動更頻繁一些，
了解更深入一些。
楊振武向訪京團介紹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豐富

內涵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的法官能夠深刻理解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
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這一論斷的實質內涵，正確
理解憲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和全國人大
及其常委會有關決定的重大意義，全面落實「愛
國者治港」原則，充分發揮司法機構的重要作
用，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5月1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常務

副檢察長童建明亦會見張舉能一行。

唐一軍盼與港司法界加強溝通
5月20日，司法部部長唐一軍在京會見了張舉

能一行。唐一軍向張舉能一行介紹了全面依法治
國所取得的重大進展和成就。他指出，當前我們
正在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黨的領
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依法治
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統籌推進科學立
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不斷開創
全面依法治國新局面。
唐一軍指出，近年來，司法部與香港司法法律

界一直保持良好合作和交流，希望內地司法行政

機構與香港司法法律界進一步加強溝通，深化交
流，共同為全面、準確、有效實施憲法、基本法
和香港國安法，推動「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
遠，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
量。
張舉能表示，感謝司法部對香港司法機構的關

心和支持，期待推動香港司法機構與司法部進一
步加強交流合作，攜手促進內地與香港法治發展
進步。
在京期間，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代表團還

與相關部門就加強內地與香港司法協助和司法法
律界交流合作、共同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香
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等進行了交流。
這是張舉能今年1月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以來首次訪京。張舉能表示，此次訪問使
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加深了對國家的了解，對
內地法治建設、司法改革、知識產權保護和智慧法
院建設的成就留下深刻印像，非常期待與最高人民
法院等部門在專業交流、司法科技化方面開展進一
步合作。張舉能還表示，將帶領香港特別行政區司
法機構依法履行職責，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特
別行政區憲制秩序。

抗議法援遭濫用 市民促加強審查
黃店「桔梗」涉藏武
兩負責人下周提堂

攬炒派去年5月27日在旺
角非法集結反對香港國安
法，20歲學生李澤楠站在黑
暴前排叫喊，以及指揮他人
擲垃圾阻擋警察，被控在公
眾地方造成阻礙罪，昨日在
九龍城法院被裁定罪名成
立。裁判官梁嘉琪表示，接
納控方證人誠實可靠，雖然
辯方稱在場者均戴口罩，更

質疑警員無法確認被告曾叫
人擲垃圾，惟梁官認為警員
當日負責觀察現場，焦點集
中於被告身上，不存在身份
辨認問題，法庭也不接納辯
方證人證供，並批評這只是
砌詞。梁官下令被告還押至
6月4日判刑，其間為他索
取背景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攬炒派前年11月
18日在中環以「和你 lunch」為名堵路破壞。一
名67歲男子在街頭喝罵清路障市民，更與黑暴分
子交談甚歡。他前日在東區裁判法院受審前承認
非法集結罪，惟辯稱當時是「勸年輕人回家」。
裁判官鄭紀航昨日表示，被告的裝束和裝備明顯
是非法示威者的一分子，其間更數次辱罵清路障
的熱心市民，行為挑釁及充滿敵意，遂判被告囚
禁5個月2星期。
被告梁榮光（67歲)，報稱退休人士，案發時

從事電子零件貿易。他被控於2019年11月18
日，在香港中環與其他不知名者參與非法集結。
裁判官鄭紀航昨日在判刑時表示，在觀看涉
案片段後，佔路者不斷流動及連綿不絕，粗略
估計人數不少於500人。被告當日戴着一個深綠
色口罩並撐黑色雨傘，攜帶另外兩個口罩、行
山杖、泳鏡等物品，其裝束與非法示威者完全
吻合。
他續說，本港乃至全球當時尚未爆發疫情，被
告的穿着及裝備顯然是為了遮蓋容貌，甚至協助
別人隱藏身份，和為非法示威者壯膽，故裁定被
告就是示威者一分子，並全程參與本案非法示
威。
就辯方聲稱被告早前曾進行膝蓋手術，攜帶的

行山杖是輔助行走之用，鄭官根據影片反駁，沒
有發現被告當時曾使用該行山杖或以雨傘輔助行

走，故拒絕接納其辯解。

辯稱「勸青年回家」理由牽強
針對被告自稱當時只是「勸年輕人回家」，鄭官

引述案情指，當日有示威者以雪糕筒、磚頭等堵
路，有熱心市民嘗試清理路障，被告數次呼喝斥責
對方：「呢度香港嚟㗎！Get out啦！×街！」
「走啦！有狗嚟喇！」反映他一直參與其中，雖然
不至於涉及暴力，而當日群情洶湧、在場人士情緒
高漲，被告為示威者壯膽，與「勸青年回家」的辯

稱南轅北轍、極度牽強、自欺欺人。
鄭官表示，考慮所有涉案因素，認為案情嚴
重，且中環為本港最重要商業區，案發時段為午
飯時分等，最終決定以7 個月為量刑起點。由於
被告於案件開審前一個工作天的下午，始通知法
庭他將認罪，決定給予被告21.4%認罪扣減，判
囚5個月兩周。
鄭官並寄語被告，他日出獄後仍想以香港為

家，必須尊重香港法律，痛定思痛、認清是非黑
白，消除成見，共建香港和諧社會。

3攬炒區員涉阻差辦公10月審
逾百名攬炒派區議會候

選人前年11月2日在維園
舉行集會，警方介入並叫
停及拘捕多人。現任區議
員陳振哲、鄭仲恒及文念
志被控阻差辦公，案件昨
在東區裁判法院預審，並
排期今年10月4日開審。
控方將傳召7名證人，預
計審期5天。
文念志（29歲）、陳振

哲（47歲）和鄭仲恒（30
歲）同被控於前年11月2
日，在維多利亞公園8號
閘外，故意阻撓正當執行
職務的警務人員，即阻撓
張姓警司、高級督察
18506 及倪姓女總督察。
文念志另被控一項無牌管
有一個無線對講機罪，他
早前已認罪。各被告獲准
繼續保釋。

男學生指揮堵路罪成候判

「老黃絲」辱罵清障者 非法集結囚5個半月

●周強(右)會見張舉能(左)。 資料圖片 ●楊振武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司法機構訪京團。 全國人大網圖片

●一班愛國愛港市民昨日前往金鐘法援署總部抗議法援遭濫用，
要求加強審查。

●一名 67歲
男子在街頭喝
罵清路障市
民，並承認非
法集結罪，判
囚5個月2星
期。圖為前年
「和你 lunch」
情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