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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立法會
前議員、前「香港眾志」主席羅
冠聰日前在社交平台發文稱，經
歷約四個月的申請，早前已接獲
英國內政部通知獲批庇護申請。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昨日回應說，羅冠聰是被香港警

外交部：反對英包庇通緝犯羅冠聰
政界斥英方粗暴干涉港事 批別有用心撐反中亂港者

方通緝的犯罪嫌疑人，「我們堅
決反對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以
任何方式包庇違法犯罪分子。」
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亦表示，英方的做法是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及香港內部事
務，批評英方別有用心，以各種
手段支持反中亂港分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羅冠聰在帖文中聲稱，在他的個案中，
基於他面對過的政治案件以及涉及因

違反香港國安法被通緝，顯示他是因「政
治迫害」而離家，而且在可見將來無法回
國。他更揚言，希望其個案能使英國內政
部相關部門更了解香港複雜的政治局勢，
盡量給予「手足」一定的酌情權，在不損

害難民申請門檻準則時，確保「受迫害」
的「抗爭者」可逗留在安全地方。

批英公然為
「港獨」
分子站台
對此，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趙立堅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說，羅
冠聰是被香港警方通緝的犯罪嫌疑人。
「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以
任何方式包庇違法犯罪分子。」趙立堅進
一步表示，英方如公然為「港獨」分子站
台，為通緝犯提供所謂庇護，這是粗暴干
涉香港司法，違背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也違背英方一向標榜的法治原則。
英方應立即糾正錯誤，停止干涉香港事務
和中國內政。

葛珮帆指責英方手段離譜

指，羅冠聰身為反中亂港分子，英方卻無
視他在港的所作所為，甚至進一步為他提
供庇護，無疑會讓其他攬炒派分子產生錯
誤的觀感，認為即使破壞香港後仍會有後
路可退，手段非常離譜。

●英方為羅
冠聰提供庇
護是作善後
工作，行為
更加證明兩
者存在勾
結。圖為英
國內政大臣
彭黛玲早前
會見羅冠
聰。
資料圖片

郭偉强：羅幫港人申政庇是無稽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認為，英方為
羅冠聰提供庇護是作善後工作，行為更加
證明兩者存在勾結。他指，英國在過去作
出種種別有用心的行為，包括提供渠道讓
港人移居到英國，有機會是想靠此振興當
地的經濟，借此影響中國。
對於羅冠聰揚言會繼續協助其他香港人
申請政治庇護，郭偉强認為這是無稽之
談，並指不是每個黑暴分子都能夠獲得如
此特殊的待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英方對
羅冠聰批出政治庇護，是粗暴地干涉中國
內政和香港內部事務，做法十分虛偽。她

容海恩斥羅
「叛國叛港」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英方做

法干預中國內政，而且是有計劃及規模去
包庇罪犯，批評他們一直以種種方式阻撓
「一國兩制」在港發揮，令香港不能運作
得好，甚至是不能融入國家發展，其心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行政會議
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日在社交平台撰
文，反駁有外國領事聲稱「中國再一次違反
了《中英聯合聲明》」。湯家驊指出，《聲
明》中沒有一段提及選舉制度。他同時強
調，高度自治不等於「獨立自治」，並指在
「一國兩制」下，若國家不能過問直轄地方
的憲制秩序或政治架構，「怎可說是在特區
行使主權。」

《中英聯合聲明》無一段提及選制
湯家驊在帖文中指出，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那天，他正與一位外
國領事共膳。對於外國領事聲稱「中國再一
次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湯家驊指，
《聲明》有關特區的政治體制只有兩款；第
二段是聯合王國聲明，將香港交還給中國；
第三段列出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其
中第四段有關特區的政制只提到特區政府由
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
協商產生，由中央政府任命」，質疑當中沒
有一段提及選舉制度。
湯家驊同時反駁外國領事「中央明顯損害
了香港的高度自治」的言論，指高度自治不等
於「獨立自治」，並指在「一國兩制」下，若
國家不能過問直轄地方的憲制秩序或政治架
構，怎可說是在特區行使主權。
面對外國領事揚言，在「一國兩制」下，
中央政府在特區事務上應該盡量包容，湯家
驊認為，「一國兩制」是一個非常包容的制
度，香港回歸中國可以實行「一國一制」，

但國家容許「兩制」並存，質詢「這不是一
種包容的表現嗎？為什麼你們連尊重香港已
回歸中國這一點事實也做不到？」
湯家驊指，過去二十多年，政制改革一直
困擾着兩地關係，但中央始終以包容忍讓的
態度處理。他提到，2003年有人迫使特區政
府擱置廿三條立法，北京只是接受了時任行
政長官董建華的辭任，並沒有追究；到了
2014年，「佔中」癱瘓了香港的經濟核心多
月，中央沒有任何干預，最終也只是接受了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的退選決定。
他批評，在 2019 年有人利用修例推動暴
亂，迫使中央通過香港國安法，止暴平亂。
不過，遏止了街頭暴亂，卻未能遏止議會中
的動亂，有議員藉着選舉內會主席之名癱瘓
議會超過六個月，繼而又有人倡議「攬炒十
步」，要永久癱瘓特區政府，令無論中央政
府或特區政府均不能管治香港。他反問：
「假若你是北京政府，你會啞忍特區成為無
政府狀態嗎？」

為何西方不許中國解決內部問題
對於外國領事表示「不能接受北京政府干
預香港事務」，湯家驊反駁，不明白為何西
方國家堅持要扭曲《中英聯合聲明》的主旨
和明確條文、不尊重「一國兩制」，硬把高
度自治扭曲為「獨立自治」、漠視香港人在
日常生活中享有殖民地時代沒有的全面自由
和法治保障，以及不容許我們自己解決國家
內部問題，硬要把這些內部矛盾提升為國際 ●湯家驊反駁西方國家抹黑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
間的矛盾。
度。
湯家驊fb截圖

「龍門」
扮執笠劏客 阿姐踢爆
「假告急」
知名「黃店」龍門冰室
執完一間又一間，繼銅鑼
 灣分店執笠後，「龍門」
老細張俊傑近日再宣布荃
灣分店都正式拉閘。唔少
黃絲都十分不捨「龍門」
收檔，紛紛應張俊傑要求蜂擁去幫襯。不
過，近日就有連登仔分享喺「龍門」嘅用餐
體驗，直指「龍門」收貴價兼踢爆佢疑似假
告急，搞到班一向不願接受真相嘅「龍粉」
都幫唔落。
網民「愛或情借來填一晚」就分享，因為
喺 fb 見到「龍門」告急，老闆張俊傑講到又
執達吏又剩咁，於是就即刻「打手 mode」上
身，滿心歡喜咁趁住五天復活節長假期，約
埋「女神」一齊去幫襯。
兩個人喺正常晚飯時間 7 點半去到「龍
門」，「女神」嗌咗幾次自己想食嘅嘢都賣
晒，自己原本想食價值 88 蚊嘅梅菜蒸鯇魚，
侍應都話賣晒，就叫佢加多 50 蚊轉食鯧魚，
咁喺無辦法之下咪唯有焗住食囉。不過，咁
大間餐廳乜都無，真係搞到人相當無癮，
「愛或情借來填一晚」就唯有安慰「女神」
話：「人地（哋）就執笠，餐牌唔齊好正
常。」
點知「愛或情借來填一晚」為「龍門」拆
嘅彈就唔只呢個。佢哋等咗成個鐘，搞到胃
都痛埋都仲未有嘢食上枱，最終喺三催四請
之下，侍應終於喺 9 點 20 分拎條魚出嚟，之
但係一向俾人投訴多甩漏嘅「龍門」，送得
條魚上嚟又唔跟餐送埋個白飯，佢要一追再
追，但估唔到原本跟餐送嘅白飯，侍應竟然
會出張新單收錢，「白飯係套餐包嫁（㗎）
喎，……佢都收多左（咗）我錢，懶得拗喇
（啦），當小費。」
前前後後夾埋成兩個幾鐘先食完餐飯，
「愛或情借來填一晚」都唔好意思咁話要

%

▲有網民分享喺「龍門」嘅用餐體驗，直指
「龍門」收貴價兼踢爆佢疑似假告急，搞到
班一向不願接受真相嘅「龍粉」都幫唔落。
連登討論區截圖
◀網民大呻喺「龍門」等咗兩個鐘先食到
飯。
連登討論區截圖
「女神」望住佢食到 10 點。成餐飯都本住
「龍門」就快執笠嘅心情唔計較咁去支持，
但結果當賣（埋）單時，餐廳阿姐就同佢
講：「多謝晒！下次再黎（嚟）幫襯。」
「女神」就即刻驚訝咁問：「fb 唔係話 4 月
1（號）執笠咩？」
估唔到阿姐呢個時候就唔覺意踢爆：「冇
生意先執嘛，而（）家有你地（哋）支持
咪繼續囉，記得多啲黎（嚟）喇！」

黃立鯧賣138蚊 網民譏「水魚價」
對於「龍門」咁樣做生意法，唔少網民都
批評，有人指「龍門」一條黃立鯧都賣成 138
蚊，就俾「世一迪列治」嘲諷：「水魚價差
唔多！」
「DJCola」建議：「衰完一穫（鑊）又一
穫（鑊），不如真係執（笠）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成，是否合理自己諗，而重
網台「城
點係以城寨良嘅捉鬼邏輯，
寨」創辦人
佢今次重（仲）唔係鬼？賣
劉細良夫婦
樓無罪，但用自己把尺都
日前以破紀
量，佢今次斷正！」
錄 高 價
4,380 萬 元
疑涉洗黑錢
賣出北半山豪宅，被唔少黃
絲狠斥佢咁疊水都仲要呻窮
亦有網民更懷疑涉及洗黑
叫「手足」課金。早前曾入
錢 。 「Gabrielle Galilea」
稟告劉細良拖欠版稅嘅潘東
話：「買樓都係洗黑錢嘅途
凱噚日亦喺 facebook 發帖，
徑之一。」「Bonnie Hung」
話呢宗成交價比該幢大廈幾
就話：「未來會越嚟越多尼
個月前嘅相類單位高出千多
（呢）類不正常成交，香港
萬元。原名葉鍵濠的商業電
係洗錢好地方，洗乾淨啲
台節目主持「健吾」都問：
錢，走資外國，資金何來，
「邊個會畀多成千萬買樓呢
大 家 都 懂 的 。 」 「Zackary
而（）家？」唔少網民聽
Sum」就幫返劉細良設計對
完質疑佢收錢出賣「手
白：「呢間應該全港最好嘅
足」，仲話用佢自己嘅捉鬼
樓，可以比市值高出千萬成
邏輯，佢好大機會係鬼。
交。」「司徒誠」就話值得
對於劉細良高價賣樓成為
查吓：「剩是（淨係）敢接
黃圈熱話，潘東凱同健吾噚
『國父』貨已經夠勁，仲要
日都踩多腳。潘東凱發帖
送多 d（啲）錢俾（畀）國父
指：「某夫婦賣北角半山豪
洗（使），真是學陶生話
宅四千多萬全港關注，比該
齋，要去田土廳查下囉！」
幢大廈幾個月前一個相類單
「Tammy Tam」就話：「貪
位出售價高出千多萬。」
錢貪到出×晒面，肉酸到
「健吾」就話：「有人話賣
呢……」
樓唔係問題，邊個買先係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點。係啵，邊個會畀
多成千萬買樓呢而
（）家？佢地
（哋）唔係話香港
『冇得救』，8 月
『全民禁出境』……
唔係話香港變集中營
㗎咩？根據果（嗰）
堆盲粉嘅思考模式，
呢個時候，有人高出
上手交易一千萬接二
手樓，即係有疑點
啦？呢個『合理懷
疑』，咁佢仲唔係
鬼……」
唔少網民都話咁高
價接貨有可疑，質疑
收錢出賣「手足」。
「Clare Tsing」話：
「個成交價確實可
疑 。 」 「Eddy
Poon」 就 分 析 ： ●「健吾」問：「邊個會畀多成千萬買
健吾fb截圖
「 幾 個 月 賣 高 出 三 樓呢而（）家？」

「城寨良」高價賣豪宅 網民疑收錢出賣「手足」

湯家驊：西方扭曲高度自治為「獨立自治」

誅。她認為，羅冠聰在短時間內輕易成功
申請庇護，證明一直受到外國勢力支持。
她直言，羅冠聰背叛了國家和香港，不應
再以香港人身份作代表發言。




私隱署處理逾 5000 宗起底
逾四成涉執法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 2019 年修例風
波期間，警員及其家屬甚至司法
人員被起底的情況嚴重。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昨日回覆立法會議員
書面查詢時表示，個人資料私隱
專員公署在 2019 年及 2020 年，處
理有關起底的投訴及經網上巡查
主動發現的個案總數，分別為
4,370 宗和 1,036 宗，已完成處理
個案分別為4,208宗和339宗。
局方表示，被起底者遍及不同
意見取向者和各行各業的從業
員，包括警務人員及家屬、政府
官員及公職人員、曾表態支持或
反對政府或警察的市民等。其中

涉及執法人員和親友的起底個
案 ， 前 年 和 去 年 分 別 佔 36% 和
44%。

至去年底 17 人被捕
局方並指，截至去年 12 月，公
署共將 1,461 宗涉嫌違反《私隱條
例》第六十四條的個案，轉介警
方刑事調查及考慮檢控。警方就
起底案件共拘捕 17 名涉嫌人，兩
宗個案已提出檢控並定罪。
此外，公署亦將 57 宗涉嫌違反
法庭相關禁制令的起底個案轉介
律政司跟進，當中 4 宗已被定
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