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2 菲律賓版2019年5月26日（星期日）

港特首召見德領事 強烈反對庇逃犯
不合理損港聲譽 無視涉暴動襲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24日約見德國駐港署理總領事，就德國
「庇護」黃台仰及李東昇表示強烈反對及深切遺
憾。立法會各建制派政黨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均支持林鄭月娥的做法，並批評德國政府為營
造反《逃犯條例》修訂的輿論，不惜以所謂「難
民庇護」的名義，包庇涉嫌干犯嚴重罪行的罪
犯，利用他們以至一眾反對派中人作為抹黑中國
的棋子。

避免開罪犯遠走高飛先例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對

特首主動約見德國署理總領事感到很高興。雖然
香港的抗議未必能夠改變德國政府的決定，但特
區政府有需要澄清所有疑犯在香港都必定能夠得
到公平的審訊機會，以免此事成為先例，令香港
的犯罪分子為逃避法律的制裁而遠走高飛。
她又提到，據報有「第三名港人」正等待德

國審核「難民身份」，而該人有可能是另一潛
逃的旺角暴亂被告李倩怡，特區政府應當向德
國政府提供有關資料，說明有關人等在旺暴案
中所觸犯的罪行。

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出，
黃台仰及李東昇在旺暴期間涉嫌觸犯嚴重罪行，德
國政府不可能不假思索就給予其「難民庇護」，考
慮到黃台仰是在一年多前獲批「庇護」，但遲至現
在才現身，更將自己棄保潛逃所為與修訂《逃犯條
例》混為一談，背後的目的十分明顯，就是被外國
勢力利用來抹黑香港的司法制度。為正視聽，特首
必須向德方發出嚴正聲明，以免造成不良影響。

支持特區政府提嚴正交涉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亦
指，打擊犯罪是每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責任，黃
李兩人明顯是犯有暴動和襲警等嚴重罪行的疑
犯，德國當局竟漠視有關事實，向兩人批出「難
民庇護」，不但是在縱容罪犯逃避罪責，更損害
香港司法制度的聲譽，故他十分支持特區政府向
德國提出嚴正交涉，並希望其他國家不要因為政
治原因，去阻撓公義和法治的彰顯。
新界鄉議局主席、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劉業強強
調，黃台仰等人涉嫌觸犯嚴重罪行，並在候審期
間潛逃海外，竟獲德國政府批出「難民庇護」，
損害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的聲譽，事態嚴重，特

首有責任向德方表明立場，而是次事件更證明
了，立法會有必要盡快完成《逃犯條例》的修
訂，以堵塞法例上的漏洞。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表示，香港執法機關的嚴謹
及司法制度的獨立，一直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
和認同，而旺暴當日所造成的混亂和破壞，相信大
家仍歷歷在目，黃台仰等人拒絕承擔法律責任、潛
逃海外，已是不尊重法治精神的表現，德國政府竟
向有關人等批出「難民庇護」，特首實有必要採取
適當行動，以正視聽。

德為政治目的而包庇罪犯
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

偉銓指出，每個國家、地區都需要尊重法律，絕
對不能姑息違法者，而所有自由都是有底線的。
「如果有人在德國仿效黃台仰等人在旺暴期間的
所作所為，包括以武力對待執法人員、衝擊當地
的法治制度，德國當局又是否接受？」
他批評黃台仰等棄保潛逃本身已是不尊重法治，
德國政府竟給予「難民庇護」，是以政治凌駕法
治、為政治目的而包庇罪犯，有欠香港一個公平的
交代。

議員斥德借「庇護」抹黑中國

黃台仰及李東昇獲德國政府批准「難民
庇護」後，在德國當局默許下高調接

受英美傳媒訪問，而內容不約而同地不談
他們「賴以成名」的「港獨」議題，反而
將焦點放在事實已經和他們無關的《逃犯
條例》修訂上。美聯社還引述了德國外交
部回應稱，香港人權狀況整體良好（good
as a whole），但同時「越來越擔心」反對
派的空間正「收窄」、言論和新聞自由
「悄然受到侵蝕」。

國際社會高度評價港司法
中國外交部日前即鄭重要求德國方面尊重
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停止以任何形式干
涉香港事務。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則敦促
德方切實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尊重香港特區的法治和司法獨立，不得縱容
違法犯罪分子，不得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
特區政府24日發佈新聞稿指，林鄭月娥

提出與德國駐港署理總領事David Schmidt
的會面，並於24日下午在行政長官辦公室
進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亦出席
了會面。
林鄭月娥在會面中強調，香港的法治精

神、執法機關的嚴謹執法及獨立的司法制
度，一向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和認
同。其中，獨立的司法權，包括終審權，
受基本法保障，而相關的基本法條文亦訂
明法官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香

港特區終審法院正由14位來自英國、澳洲
及加拿大的海外著名法官擔任非常任法
官，足證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司法獨立。
她強調，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超過20

年以來，上述司法制度得以全面落實並備
受尊重。「舉例來說，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的《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的司法獨立
在亞洲排行第一。」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任何被控觸犯法例者

均會獲公開及公平的審訊，並對兩名棄保潛
逃者據報獲德國提供「庇護」一事表示深切
遺憾及強烈反對，指該做法會使香港法治和
司法獨立的國際聲譽受到不合理的損害。

質疑德決定罔顧犯罪事實
她並質疑德國有關當局的決定是否建基
於事實：該兩名棄保潛逃者就2016年2月
發生的旺角暴亂事件被控以包括暴動和襲
警在內的嚴重控罪。暴亂事件涉及掟磚和
木卡板、燒車、襲警、圍攻警車、傷人及
破壞公物等罪行，該等暴力行為嚴重影響
公眾秩序及安全，並導致超過80位警務人
員受傷和引起眾多香港市民不安。
林鄭月娥直言，德國長期有外交人員駐
港，德國當局理應充分考慮上述可從公開
記錄輕易獲取的資料來判斷事實和處理要
求庇護申請，但現在看來當局未有對事實
進行基本評估，對此表示失望。
她並要求David Schmidt向德國有關當局
轉達她所表達的深切遺憾及強烈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德國政府給予涉嫌煽動旺角暴亂的主

謀、「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黃台仰及成員李東昇「難民庇護」。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24日罕有地與德國駐港署理總領事David

Schmidt會面，對德國當局「庇護」兩名棄保潛逃者表示強烈反對及深切

遺憾。她強調，香港的法治精神、執法機關的嚴謹執法及獨立的司法制

度，一向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和認同，德國為兩人提供「庇護」，

令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的國際聲譽受到不合理的損害，而兩名棄保潛逃

者涉嫌干犯包括暴動和襲警在內的嚴重控罪，質疑德國有關當局並非建

基於事實作出有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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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在德國借黃台仰抹黑《逃犯
條例》修訂後，歐盟駐港澳辦事處及歐盟成員國的外交代表
24日與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表達對香港修訂《逃
犯條例》的「關注」及「擔憂」，更正式發出表達抗議的
外交照會。香港各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
由中美貿易糾紛開始至今，美方一直不擇手段試圖打壓中
國，歐盟是次很明顯是在美國政府煽動下，試圖借香港修
訂《逃犯條例》一事破壞中國的形象。在這情況下，香港
社會各界更應團結一致，積極發聲，令修例盡快通過。

吳良好：嚴重干涉內政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吳良好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香港事務是中國的內政，任何國家都無權插手。
《逃犯條例》的修訂合情合理合法，獲中央的支持，是維護香
港安全的有力保障，但歐盟就有如美方壓制中國的馬前卒，對
修例一事表示「關切」，更指手畫腳，嚴重干涉中國內政，令
人厭惡。他強調，在這形勢下，香港應該繼續做好自己的
事，不要被外部勢力的肆意干擾，及被一切無理取鬧的舉
動干擾思緒，阻礙香港的發展，要堅決抵制、反對一切外
部勢力干涉內政的行為。

王惠貞：明顯受美煽動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

貞表示，歐盟就香港修例問題提出「關注」，是試圖干涉
中國的內政，而這很明顯是在美方煽動下所作出的行為，
目的是用盡一切手段打壓中國，而將香港牽連在內。她批評
美國特朗普政府近年頻頻撤出各類條約，背離了多邊合作的世
界發展趨勢，罔顧大國的責任和義務，現在更對中國的內政指
手畫腳，必須強烈抗議。

陳清霞：更團結快修例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名譽主席陳清霞表

示，修訂《逃犯條例》是一項依法依規、有理有據的舉
措，保障商業活動免受罪惡威脅，有利香港的營商環境。
但外部勢力與香港反對派合謀，惡意攻擊特區政府，試圖
破壞香港穩定。她認為，香港社會各界更應團結一致，積
極發聲，讓修例盡快通過，避免香港再被政爭糾纏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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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犯條例修訂下月12日「上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立
法會內務委員會24日舉行會議，會議就
「修訂《逃犯條例》草案審議工作的未
來路向」通過兩項議案。其中，香港保
安局局長李家超關於《逃犯條例》修訂
草案6月12日恢復二讀的建議，以40票
贊成，19票反對獲得通過；民建聯議員
關於撤銷早前成立的法案委員會的建議
則以40票贊成，18票反對獲得通過。有
建制派議員在會上批評，造成草案審議
工作被迫「直上大會」的，正是反對派
的暴力行為；「直上大會」雖然不理
想，但是亦別無選擇。
在當日的會議上，內會主席李慧琼重
新梳理了《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審議工
作的混亂狀況。她表示，草案自4月3日
在立法會會議進行首讀後，經過5個星
期、4次會議，依然未能正式進入審議工
作，卻出現了法案委員會史無前例的內
部爭持，甚至肢體衝突，亦有法案委員
會成員因此受傷。「社會普遍希望法案
的審議工作能夠向前走。」
惟反對派議員一直想將修訂《逃犯條

例》的審議工作引向「歪路」，連內會
會議都要大肆拉布，令會議歷經5小時才
完成所有議程。

反對派搞出禍卸責政府
李家超局長早前去信內委會，徵詢內

會主席，以期《逃犯條例》修訂草案6月
12日恢復二讀，讓草案修訂工作重回正
軌。但逼迫草案審議工作「直上大會」

的始作俑者、反對派一眾成員，卻在會
上不斷污衊特區政府及建制派議員，更
試圖用「害死香港」等字眼去恐嚇關心
修例的市民，務求將責任推卸出去。
建制派議員對此回應表示，以「直上

大會」解決問題的做法雖然不理想，但
是別無選擇。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
園境界議員謝偉銓說，對《逃犯條例》
的修訂，其業界是有疑惑和憂慮的，大
家都希望通過法案委員會去提出和處
理，但經過4次荒誕的會議，令審議工作
一直未能進行。「直上大會」並非最佳
方法，但政府有權這樣做，他亦表示理
解。
議員何君堯就表示，一般情況下，由

法案委員會處理是最恰當的，但大家都
親身經歷過，亦有目共睹，反對派用盡
一切手段，去拖延時間。就算再來一次
草案委員會，「也必定是拖、必定是
拉。」

建制批拉布迫出「下策」
周浩鼎早前亦去信提出，建議內會撤
銷4月12日根據《議事規則》第75（4）
條成立的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
的決定，並安排按內務委員會認為適當
的其他方式研究該法案。就有關建議，
反對派議員接連質問法律顧問，包括
「法案委員會是否真的成立」及「內會
是否有權解散法案委員會」等。
對此，法律顧問指出，據《內務守
則》第21條的（r）段明確賦權內會可解

散法案委員會。而周浩鼎提出的建議是
撤銷成立法案委員會的決定，這僅是一
個字眼的問題。
周浩鼎批評反對派，指肢體衝突這些
行為都是反對派做的。「今天，反對派
又要用一些辦法去拉布，硬是去找問題
爭拗，全部是他們拉布的伎倆。」

爭取下周五開會提質詢
在解散原先的法案委員會，及《逃犯

條例》修訂草案於6月12日恢復二讀的
動議獲得通過後，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

會主席陳克勤表示，針對有部分意見認
為「直上大會」的安排令各界未能充分
討論和表達對修例的意見，政府代表也
無法詳細解釋草案內容，他會爭取最快
在下周五舉行特別會議，讓議員可以就
修例直接向官員質詢，他亦邀請在座議
員參會。
同時，6月4日的保安事務委員會例會

也會更改議程，改為討論修訂《逃犯條
例》 。陳克勤表示，兩次會議大約4個
小時，亦有充分的討論時間，但若有需
要，他不排除會舉行更多會議。

■在24日舉行的內會上，反對派再想上演「暴力」戲碼，毛孟靜走上主席台上舉牌
叫囂，她其後與朱凱廸、區諾軒及許智峯均被被驅離會議室。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黃台仰及李東昇在旺角暴亂中被控干黃台仰及李東昇在旺角暴亂中被控干
犯暴動和襲警等嚴重控罪犯暴動和襲警等嚴重控罪，，暴亂導致超暴亂導致超
過過8080名警務人員受傷名警務人員受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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