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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面對困難會繼續解說

莫鼓吹年輕人採激烈行為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重申，
推動修訂《逃犯條例》是一件
對社會非常負責任的工作，面
對困難仍會繼續解說。 中通社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
立法會大會今日將就《2019 年逃犯及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
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辯論，反對派試
圖發起罷市、罷工、罷課反修例，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出席行政會議前會
見傳媒表示，在重要政策或法律議題
上，把年輕人推到前線，作出激烈行為，這是任何文明社會均不願看到的。
不論學校、家長、機構、企業和工會都應認真思考，鼓吹激烈行為對香港社
會和年輕人有何好處？她再次強調，政府對修例工作非常負責任，會繼續向
各界進行解說。

人權保障「是最受重視的內容」
對於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修訂《逃犯條例》前日致
函立法會主席，表明採用政策聲明形式，落實多項額
外保障措施，包括人權保障等，林鄭月娥強調，政策
聲明同樣具法律基礎和約束力。她就如何落實 5 月 30
日的 6 項額外措施方面解釋道，其中一項是需要進行

一個修訂，所以特區政府已向立法會提交了一個政府
的修訂──就是把可接受移交逃犯申請的刑事罪行最
高刑期由原本 3 年以上改為 7 年或以上，這需要法例
的修訂，所以是非常清晰的。
至於另外 5 項便會採用政策聲明，特別是針對人權
保障那一項。林鄭月娥稱，聽到有些法律界人士日前
說這些人權保障是有用的，事實上如果大家看看這些
人權保障，是與在這個討論中很多法律界人士或人權
機構提到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中的基本保證很相近的。在這方面，政府一共
列舉了 14 條，包括第一個大家都很關心的 「審訊需
要公開進行」、 「刑事被控告人士在還未依法證實有
罪前，應該被視為無罪」及 「可以讓他有自己選擇的
律師」，甚至如他的語言不通，亦要為他提供翻譯等
等。這個政策聲明列舉了 14 項，都可以確保公平審
訊。
對於為何不把額外人權保障寫入法例，林鄭月娥說
可能會要求個別司法管轄區增加承諾才移交逃犯，保
持靈活性，又說政策聲明有法律基礎和約束力，而政
府高級官員在立法會莊嚴作出政策聲明，案例顯示法
庭會考慮政策聲明，市民不必擔心。林鄭指出，在過

去 4 個月討論中，足夠的人權保障是最受重視的內
容，特區政府聽取很多意見，並努力研究，在修例建
議中提出了這一系列的人權保障，盼獲各界支持。

「我們很快會見到晴天」
昨晚，林鄭月娥出席新界社團聯會創會 34 周年酒
會致辭時表示： 「（香港）現時無論在經濟發展或政
治層面，都好像有些風雨飄搖，但我很有信心在中央
的支持下，在社會各界的包容、理解和全力協作下，
我們很快會見到晴天，香港的未來會更加美好。」
林鄭又形容自己正身處一場政治風暴中間，指公僕
需要有熱情、勇氣及誠信，自己有信心和勇氣繼續帶
來改變。

特首辦律政司收死亡恐嚇電話
【香港商報訊】
記者萬家成報道：
反對修例者無所不
用其極！在特區政
府把修訂《逃犯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前
夕，特首辦及律政司昨分別接到多個死亡恐嚇電話，
要求林鄭月娥及鄭若驊於 24 小時內撤回修例，否則
「燒死她們全家」，特首辦及律政司已分別報警。各
黨派立法會議員均強烈譴責有人以暴力要挾官員，以
及以不同方法阻止議員履行職責。
特首辦發言人稱，昨日中午 12 時許，特首辦先後接
獲 9 個來電，內容均要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 24 小時
內辭職及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否則將會 「燒死她
全家」；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辦公室同樣收到類似電
話，要求鄭辭職及撤回有關修例，否則將會掟汽油彈
及燒死其丈夫潘樂陶。由於恐嚇電話內容差不多，因
此懷疑來自同一人。特首辦已報警，官員保安安排會
交由警方處理，案件已交由中區警區重案組跟進。律
政司發言人亦表示，律政司職員昨接獲恐嚇電話，已
就事件報警。
昨晚，警察公共關係科回應記者查詢指，警方接獲

無法無天

一政府職員報案，指其工作部門及另一部門接獲有恐
嚇成分的來電。案件已列作刑事恐嚇，由中區警區重
案組跟進，暫時無人被捕。

各黨派議員群起聲討
就死亡恐嚇電話及類似事件，各黨派立法會議員群
起聲討。新民黨議員葉劉淑儀強烈譴責，強調刑事恐
嚇是嚴重罪行，促請警方盡快徹查。她認為，有不法
之徒試圖製造混亂，破壞治安，相信惡劣情況會在未
來數天持續。她提醒市民，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
權）條例》，任何人阻撓議員工作、投票、向議員施
壓即屬違法。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對此感到十分震驚，嚴厲譴責恐
嚇手法以達政治目的做法。她表示，自己亦曾多次接
到死亡恐嚇郵件，但今次竟有人以電話直接恐嚇特區
首長及官員，是對香港治安的直接挑釁，實在無法無
天，香港社會絕對不能接受。
此外，昨日網上亦有人公開大部分建制派議員家居
地址，有人更提出要騷擾及威嚇傷害議員及家人。葛
珮帆感到自身及家人安全正受威脅，已就事件通報警
方。她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絕對不能接受恐嚇公

職人員的行為，就算政見不同，也應以和平理性方式
表達意見。

有人網上公開建制議員住址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說，社會必須一同譴責任何以暴
力恐嚇市民，包括公職人員、特首及律政司司長。
「任何人都不應面對任何人身安全恐嚇。」她形容事
件茲事體大，尤其提及汽油彈等，是非常嚴重的罪
行，絕對不可以姑息，促請警方從速將兇徒緝拿歸
案。梁美芬認為，有關行為超出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
的空間。她還稱，有網民將建制派議員的地址放上
網，懷疑這些網民想引誘少不更事的人做犯法的事，
她已感受到人身安全受威脅，認為香港社會不至於如
此，不應以暴力手段阻止議員履行職責。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亦譴責有人以暴力要挾官員，促
警方從速跟進調查。他表示，暴力事件一再升級會影
響香港國際形象，令外國以為香港混亂，呼籲反對派
議員冷靜，因他們的相關行動會牽動部分市民情緒，
大家應以和平及理性態度表達意見。他還強調，以要
挾方式強迫任何人撤回修例或改變投票方向，不應在
文明社會內出現。

外交部：堅決反對美干涉香港事務
【香港商報訊】針對美方近期頻發涉及
香港的言論，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回應稱，中方對美方就香港特
區修例發表不負責任的錯誤言論、對香港
事務不斷說三道四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
耿爽說：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
何國家、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涉。我們要
求美方客觀公正看待香港特區政府依法修
例，謹言慎行，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
事務和中國內政。」
耿 爽 指 ， 香 港 回 歸 以 來 ， 「一 國 兩

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得
到切實貫徹落實，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項權
利和自由依法得到充分保障，香港繼續被
眾多國際機構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和
最具有競爭力的地區，事實不容否認。
耿爽重申，關於香港特區修例一事，中
方已經多次表明立場，香港特區政府已就
修例工作廣泛聽取了社會各界意見，兩次
調整修例草案，對有關建議作出積極回
應。 「中國中央政府將繼續堅定支持香港
特 區 政 府 推 進 修 訂 『兩 個 條 例 』 的 工
作。」

多個社團
組織昨在美
國駐港澳總
領事館門
前，強烈譴
責及抗議美
國干涉特區
內部事務。
中通社

大聯盟：現階段不辦大型群眾運動

林鄭月娥重提前日凌晨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綜合
大樓一事。她指，警務處公布的數字顯示，被捕人士
中很多都是年輕人，有的甚至只有 10 多歲，情況令
人很擔心。違法是有後果的，社會對年輕人尤其關
愛，希望他們每一位都有光明前景。身為行政長官和
兩子之母，林鄭月娥稱，她不願看到年輕人因被政治
化事件而影響他們日後的前途。
對於有人鼓吹煽動組織罷課罷市反修例，林鄭月娥
回應說，作為特區行政長官，不但要向行政機關負
責，也要向整個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可以說所有政
府行為及所有香港發生的事，她也是負責人。她重
申，至今仍然認為修訂《逃犯條例》是對社會非常負
責任的工作。所以，面對困難會繼續解說，希望香港
市民明白政府推行這負責任工作的原因。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 「保公
義撐修例大聯盟」召集人黃英豪、副召集人
鄧竟成及吳傑莊昨與傳媒茶敘時表示，由大
聯盟發起的支持修訂《逃犯條例》聯署，截
至昨日已收到超過 85 萬個市民聯署，表明
支持修例，當中排除了約 15 萬個屬於惡作
劇的聯署。黃英豪還表示，雖然大聯盟有能
力，惟現階段不贊成也不會舉辦大型群眾運
動。

大聯盟網站遭境外黑客攻擊

黃英豪透露，大聯盟網站近日被來自美
國、英國、以色列、泰國等國及台灣的黑客
攻擊，對方以數以十億計的大流量方式發起
攻擊，幸而大聯盟有專家即時應對解決。他
斥責外國近期明目張膽地干預本港修例事
務。與此同時，反對派正計劃發動包圍立法
會及罷課、罷工、罷市等激進行動。
修例草案今日（12 日）會在立法會恢復
二讀，黃英豪期望議會能理性辯論。他指，
6 月 9 日的遊行顯示，無論大會怎樣小心，
都難以確保不會出現事前、事後的騷亂。就
6 月 10 日凌晨有反對修例的年輕示威者暴力
衝擊立法會，導致警員及記者受傷，現場更
一片狼藉，並發現長矛、電鋸等具攻擊性的
工具，黃英豪批評部分示威者的暴力違法行
為，是他們襲擊警員，令警員受傷。同時，
他讚揚香港警隊表現非常優秀，當天已十分
克制。他又明言，社會各界都希望保持安
定，不希望出現激烈碰撞。
據悉，大聯盟稍後會到警察總部向警隊送
上水、小食等，以示對警隊支持。

攻擊警員是暴徒行為
大聯盟副召集人、警務處前處長鄧竟成也
分享了對修例的真切感受。他感慨道，端午節那天望
天空，覺得節日當前本應開心，惟面對修例情況難
免心情忐忑。他不禁自問： 「為什麼香港會變成這
樣？」他指，部分市民認為政府對於修例解釋得不清
楚，而大聯盟之後做了許多工作，希望各界可以冷
靜，不要人云亦云。他認為政府表現實在有承擔，更
稱如果香港人都不相信政府，怎能說自己是香港人？
對於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的情形，鄧竟成從片段
中看到有些年輕人很激進，脫離了遊行本身的目的，
形容他們是 「暴徒」，對此感到很傷心。他指，從新
聞片段所見，這些暴力行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部
署、有規模的，示威者襲擊警員，有警員眼部受傷甚
至險盲。他表示這些行動很容易 「搞出人命」，直斥
示威者的行動是希望癱瘓立法會以至香港，絕對不可
接受。
鄧竟成亦力挺警隊當天表現十分克制，指示威年輕
人猶如發洩心情，很像投入遊戲中的另一身份。他嚴
正提醒有關人士的行動要負上法律責任，希望各界要
保持理性、守法，不要做違法的事。他還指，近日網
上出現計劃攻擊警員的資訊，直斥這是暴徒的行為。

冷靜想想 和平理性共研修例
立法會今日恢復二讀《逃犯
條例》修訂，主席梁君彥昨宣
布 預 留 61 小 時 、 分 開 7 日 審
議，預料下周四可以表決。另外，因應保安風險，
今日舉行的行政長官質詢時間亦會改期；行管會也
決定關閉立法會示威區，並要求警員在附近候命及
巡邏。昨天有消息指，特首辦和律政司皆收到多個
恐嚇電話，威脅不撤回修訂就會危害相關官員及家
屬的性命，對此等惡劣行徑，我們表示強烈譴責，
希望警方依法追究嚴懲。
對於今日會議，可用上嚴陣以待、如臨大敵來形
容。有了去周日凌晨的違法暴力事件教訓，誰敢保
證今日及稍後時間不會再爆衝突？民陣昨日便不顧
風險稱，由今日起會發起所謂 「包圍立法會」 行

動，鼓動激進人士一直包圍到下周四。警方已留意
到，網上有人提出襲擊警員、甚至有人說要搶警
槍，又教人自製各式各樣的武器，包括帶同石膏粉
出席集會等，更莫說特首辦和律政司收到的恐嚇電
話了──以上煽動威脅社會安寧的言論，實已干犯
刑事罪行，是法律所絕不容的，付諸實行的後果不
堪設想。由此可見，未來數日立法會的安全風險極
高，由官員、議員，到鄰近的市民和集會人士，均
面對不低的人身威脅。當然，我們相信警方有能
力控制場面，並對危害公共安全者果斷執法，但無
論如何，有謂防患未然，社會各界誠應大聲向違法
暴力行為說不，不容許歪風肆虐。
將立法會審議修訂的時間拉長，固然有助分散上
述風險；更重要是，這也給大家時間冷靜下來，好

好想想，釐清思路，從而回歸和平、理性，共同討
論《逃犯條例》修訂的種種，這包括每位立法會議
員平均可享數十分鐘暢所欲言──只要會議過程沒
有旁生枝節，相信討論時間難言不夠充裕。事實
上，特首林鄭月娥因應坊間憂慮，周一進一步提出
了四個方面回應；對此，各界誠應花點時間仔細研
究、琢磨考慮。此外，反對派正煽動 「三罷」 （即
罷工、罷市、罷課）直到條例修訂撤回為止，毫無
疑問，不論僱主僱員抑或教界家長，都須嚴肅思考
可能引致的後果。一來，一而再地將學生捲入政治
風波，甚至不惜把學生當作馬前卒，肯定不是成年
人負責任之舉，何況現在正值學校考試時間，多少
或已影響到學生溫書及應考的情緒。二來，將政治
風波扯到罷工罷市，也必影響到香港經濟發展及長

遠競爭力，在全球貿易戰的背景下，港經濟本已面
臨不小下行壓力，由零售銷貨到出口貿易近月均呈
負增長，實無條件再多承受額外經濟忽然停罷的負
面衝擊。非常遺憾，昨日高銀金融居然不惜放棄
2500 萬元按金，因應近日社會矛盾及經濟不穩而放
棄早前競得的啟德地皮，這無疑是個警號。
不難看到，香港的政治爭拗漩渦，已對社會安
全、經濟發展等構成影響。若情況持續惡化，任由
違法化、暴力化升級，難以避免會損及香港繁榮穩
定。香港市民享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和權利，絕大多
數市民不希望所謂包圍立法會以至 「佔中」 重演，
不希望香港因為泛政治而沉淪。和平理性共同修訂
好《逃犯條例》，才是最有利香港的唯一正確出
路。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