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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江門續考察 讚中集模組化建築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苑立、盛芳齡報道：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一行昨日在江門繼續粵港澳大灣區的考察
行程。
上午，林鄭一行先來到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其旗下中集模組化建築的
業務。該公司為建造業議會位於九龍灣的 「組裝合
成」建築法展現中心供應建築元件。中集模組化建
築體系，是以鋼結構為主體，結合保溫、水電、暖
通、內部精裝修及智慧系統一體的新型建築體，可
將傳統建築九成以上的工作量轉移至工廠完成，品
質和安全性有保證，能縮短五成的建造時間和減少
建築垃圾一半以上。去年 9 月，中集模組化通過香港
屋宇署的認可與准入，成為首批獲准入港的內地企
業 。 今 年 5 月 ， 該 公 司 中 標 香 港 科 技 園 InnoCell 項
目，將為該園建設 1 幢 17 層人才公寓樓，提供 418 個
單位。

鼓勵中集與港建造業合作
經實地參觀後，林鄭鼓勵中集模組化積極參與香港
建造業的創新發展，為解決香港當下建築業的 「痛
點」提供先進解決方案。

林鄭一行隨後前往新會陳皮村。當地製作陳皮已有
數百年歷史，享譽全國，經多年演變，現已成為年產
值數以十億元計的產業。
他們之後訪問中車廣東軌道車輛有限公司，考察有
關軌道交通車輛的製造、維修和相關產業服務。林鄭
一行接考察李錦記集團在新會的生產廠房，了解其
自動化生產和品質管理情況。
中午，林鄭一行轉往番禺考察港人創辦的祈福醫院。
該院於 2001 年落成啟用，是內地首家獲國際聯合委員
會認證的醫院，為不少居於附近的港人提供服務。
林鄭說，自上任至今已先後訪問澳門及大灣區內地
9 個城市，令她對各市的特點和優勢有更深刻的認
識。香港會按中央今年 2 月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積極加強與各市的合作，互補優勢，
攜手打造世界一流灣區。

今早出席首屆灣區媒體峰會
傍晚，林鄭在廣州出席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
的歡迎晚宴。是次峰會的主題為 「一流灣區、媒體擔
當—媒連粵港澳，融通大灣區」。她今早將出席開幕
式並致辭，然後結束行程回港。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右二)昨日在江門中集模組化建築廠房參觀展示中心內的學生公寓。

大聯盟擺街站解釋內容籲支持

逾 30 萬市民聯署撐修逃犯例
【香港商報訊】記者木子報道：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 昨日起在全
港設置街站，呼籲市民支持修訂逃犯
條例。迄今已有超過 30 萬人在網上聯
署支持修例。大聯盟多位召集人均認
為，近日中聯辦和港澳辦表態支持修
例，並非干預香港事務，而是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希望可以盡快完成
修例，否則會影響香港的形象和利
益。他們指出，內地和加拿大及歐美
國家早有執行相關協議，至今沒發生
什麼問題，可見歐美對內地司法系統
還是有信心的。

全港街站將增至百個
大聯盟昨起在全港各區設立約 50 個街站，向市民派
發宣傳單張和小冊子，呼籲大家支援修例。召集人黃
英豪昨午在街站啟動儀式上表示，現在需要用理性的
態度討論修例，也有需要讓市民更了解相關的資訊，
避免不必要的擔憂。大聯盟街站數目將會增加到約
100 個，會一直擺放至修例完成。

黃英豪：市民不喜抗爭衝突
就外間有擔心條例在立法會直上大會欠缺討論空
間，甚至會引起更多爭拗，黃英豪指出，逃犯條例雖
然有一定的複雜性，但過去幾個月，政府在不同場合
已經有很多的解釋，各個界別也有很多的辯論，相信
不會再有石破天驚的說法。
他指出，市民不會喜歡有抗爭和衝突，支持團結與
和諧，希望立法會可以辦實事。但遺憾的是，反對派
已從 「文鬥變成武鬥」，用大家都不齒的方式去阻礙
立法會運作。他明言： 「我們不希望有衝突，但我們

▲大聯盟成員示範用二維碼簽名支持修訂《逃犯條
例》。
◀ 「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 一眾成員黃英
豪、吳秋北及鄧竟成等在中區街站呼籲市民簽
名支持修訂《逃犯條例》。
記者 馮俊文攝
也不怕有衝突。」

吳秋北轟反對派勾結反華勢力
就港澳辦和中聯辦對修例的表態，被反對派蓄意解
讀成干預香港事務，大聯盟副召集人、港區全國人代
吳秋北指出，所有的程式都在香港特區政府的主導下
進行，經過立法會的審議，見不到港澳辦和中聯辦，
包括中央其他的部門有任何的干預。反而是反對派到
歐美勾結反華勢力，這才是干預香港事務。 「我們看
到的是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表態和支
持，這在《基本法》和憲法範圍內，理所當然的事
情」。他坦言，現在只希望能盡快完成修例，用什麼
方法都支持。

鄧竟成：堵塞漏洞有利執法
應邀出席儀式的前警務處處長鄧竟成表示，希望市
民能冷靜地分析現在的情況，大前提是香港法律有一
個漏洞需要去堵塞，這對香港長遠來說是有好處的，
有利於香港和其他地區的執法及警務合作。他指出，

過去幾星期的情況顯示，立法會想要走正常的程式卻
走不了，又不能無限期地拖下去，政府才會考慮採用
直上大會的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內地與歐美早簽協議執行暢順
有反對意見對內地司法系統缺乏信心，鄧竟成直
言，大家有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香港和內地還是
不一樣的，所以才有 「一國兩制」。同時，作為住在
香港的中國人，如果對內地司法沒有信心，也不應該
只是指責，還有任務和角色去協助他們慢慢改善，第
一步就是要先去多理解。
他指出，在國際上絕大部分國家都有簽署移交逃犯
的協議，內地不只和香港簽，和加拿大等很多歐美國
家也已經簽署了相關條例，執行到現在也沒有發生什
麼問題，也是代表歐美對內地司法制度有信心的一個
信號。

曾智明：反對派阻撓別有用心
副召集人、中總副會長曾智明直言，現在的局面演

變已經遠離修例的本質，很多人都忘記為了讓殺人犯
繩之以法的修例初衷，反對派的抗爭純粹是為了阻止
修例通過，背後的動機是為了爭取未來選舉的支持
票，於是不顧香港的利益和市民的意願，還出言恐嚇
工商界。他希望這件事情越快搞定越好，盡快完成修
例，否則只會影響到香港的形象和利益。

市民撐修例憂港成逃犯天堂
有很多市民昨午在大聯盟的街站聯署，支持修例。
曾在獅子會任職的林先生認為，犯罪就要受到懲罰，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如果在外面犯罪殺人，跑到
來香港就不用被押走，那香港就成為逃犯溫床， 「我
們市民不講政治，只講道理」。
女兒和兒子都在讀小學的陳太太也表示支持修例：
「從一個媽媽的角度出發，我當然希望香港是安全
的，法律是健全的。如果有很多在外面犯了罪跑到香
港來的人，我除了擔心兒女的安全，也擔心他們會學
壞。」她指出，立法會議員更應該給年輕人樹立一個
公平公正的形象，而不是是非不分。

反對派配合 「八國聯軍」 唱衰修例

葉劉：港府保威信 「退無可退」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反對派李柱銘、
李卓人等人到美國 「告洋狀」，極力抹黑香港特區政
府修訂《逃犯條例》，引起各界嘩然。行政會議成
員、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出席電視節目時批評，反
對派企圖利用外國勢力迫使政府撤回修例的做法，令
港府 「退無可退」，若政府由於 「八國聯軍」出聲而
撤回修條，勢會影響管治威信，故修訂《逃犯條例》
已無退路。她坦言，若美國因此制裁香港，最終受害
者將是美國。
葉劉指出，反對派企圖利用外國勢力迫使政府撤回

修例，令政府更加難做： 「政府決定以快打慢，都不
能怪政府，一條修例搞到美國、加拿大、英國都出
聲，可能都令到政府退無可退。以後政府想做乜
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八國聯軍』反對，政府撤
回，仲使管治？」
她分析，不排除修例通過後，美國會有所行動，但
即使美國制裁香港，最終的受害者是美國。若美國取
消港美移交協議，是搬石頭砸自己腳，因港美移交協
議生效 20 多年來： 「係佢（美國）數，香港已移交
了 68 人到美國。」

葉劉又批評，反對派將修例演繹成惡法，令人人心
惶惶。政府應盡快處理修例，條例通過後，市民便會
明白並非想像中可怕。

葉國謙：中央表態合適做法
港區全國人代、行會成員葉國謙認為，中央表態支
持修訂《逃犯條例》是由於外國活躍表達和反對派人
士就修例到美國 「唱衰」香港，中央發聲是合適做
法。他表示，《逃犯條例》修訂有爭議，但現時法例
上有漏洞，尤其面對台灣殺人案，政府需要處理。

葉劉淑儀批評反對派配合外國勢力阻撓修訂逃犯條
例。
資料圖片

謝鋒：貿易戰升溫因美國出爾反爾

謝鋒表示，貿易戰擋不住中國發展的腳步。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謝鋒昨日出席第九屆香港大學生 「外交之友」
夏令營啟動禮致辭時，首次公開談及中美貿易戰。
他指出，近期中美貿易摩擦再度升級，原因在於美
方極限施壓、漫天要價、出爾反爾，肆意採取貿易
霸凌主義行徑。其做法損人害己，而且違背世界發
展潮流，違背國際社會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
主流共識，是失道寡助。他明言，中方採取的措施
完全是針對美方無理行徑的反制，既是為了捍衛自
身合法正當權益，也是為了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
易體制。
謝鋒指出，美國挑起的貿易戰擋不住中國發展的腳
步： 「我們的信心和底氣來自於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
外資、穩投資、穩預期措施扎實落地，成效顯著，來
自於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道路，來自於新中國成立 70 年和改革開放 40 年
來積蓄的雄厚經濟基礎和強大發展勢能，來自於我們
獨一無二的巨大國內市場，來自於包括香港同胞在內
14 億中國人民的眾志成城。中國人民維護民族利益和
國家尊嚴的決心堅如磐石。」
他又指，貿易戰沒有出路，合作是唯一正確選擇。
他希望，美方改弦更張，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互
利共贏的基礎上，同中方共同推進以協調、合作、穩
定為基調的中美關係。
今年 「外 交 之 友 」 夏 令 營 以 「砥 礪 奮 進 七 十 年

外交助力港青行」為主題，讓港青親身了解國家 70
年來的發展成果。學員將旁聽外交部記者會，與發
言人和青年外交官交流溝通，並會到越南河內認識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最新發展。出席啟動禮的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這些寶貴的經驗有助培養香
港青年的國家觀念，拓展他們的國際視野。

陳茂波：必要時推刺激消費措施
另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早出席電台節目上指
出，中美貿易談判變數多，現階段會密切留意中美貿
易談判發展，暫時毋須就全年經濟增長作出大調整，
否則會令市場誤解。政府亦會考慮在必要時推出刺激
本地消費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