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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制裁前美商務部長等個人和實體
香港文匯報訊 7 月 16 日，美國國務院、
財政部、商務部、國土安全部發布所謂「香
港商業警告」。美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
室將 7 名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列入「特別指定
國民清單」，實施金融制裁。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昨日宣布，中方根據《反外國制裁
法》，對前美商務部長羅斯等 7 個美方人員
和實體實施制裁。
針對美國的所謂「制裁」及發出所謂的
「商業警告」，中方此前表示將依法採取一
切必要措施捍衛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外

交部昨日批評，美方炮製所謂「香港商業警
告」，無端抹黑香港營商環境，非法制裁多
名中國中央政府駐港機構官員，有關行徑嚴
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干
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予以強烈
譴責。

USCC主席和「香港民主委員會」上榜
針對美方錯誤行徑，中方決定採取對等反
制，根據《反外國制裁法》對前美商務部長
羅斯、美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

會」（USCC）主席卡羅琳．巴塞洛繆、
「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CECC）
前辦公室主任喬納森．斯迪沃斯、「美國國
際事務民主協會」金度允、「美國國際共和
研究所」在港授權代表亞當．金、「人權觀
察」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及「香港民主
委員會」等7個美方人員和實體實施制裁。
發言人說：「我要再次強調，香港是中國
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部
勢力企圖干涉香港事務，都是蚍蜉撼樹自不
量力。」

● 前美商務部長羅斯被中
方制裁。
方制裁
。
資料圖片

籲申請禁令 將不良影響降低
警方國安處日前以
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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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工會 5 名骨幹，其中兩人已被落案，昨日下午提

 !7
  0 


! .

2021 年 7 月

24

星期六

黃營接力傳播 毒 物
法界指拘捕理據足

辛丑年六月十五 廿九立秋

間有陽光 幾陣驟雨
氣溫27-33℃ 濕度60-90%

港字第 26051 今日出紙 2 疊 7 大張 港售 10 元

文匯報

香港仔

爆 料 專 線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852）60668769
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60668769@
一一一一一一一
wenweipo.com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工會主席黎雯齡被押至西九龍法院
提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堂。不過，在警方採取執法行動後，仍有多個攬炒派
中人和 facebook 專頁公然轉發涉案繪本的連結。有法
律界及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如
果有任何人在網上傳閱或散播涉案書籍，或已觸犯刑
事罪行條例，警方有足夠理據拘捕相關人等。他們並
建議警方在採取執法行動的同時，向法庭申請臨時禁
制令，防止不良書籍繼續傳播，將危害降至最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文匯報記者昨日發現，多個攬炒派中人、組織和 fb 專頁公
然透過網絡分享《羊村守衛者》、《羊村十二勇士》和《羊
村清道夫》3本涉嫌製造仇恨與憎恨政府的兒童繪本的電子連結和
相關視頻產品等，更有人聲稱要「全面收購」相關產品的版權，
將該工會過去兩年「努力創作的版權發揚光大」，而相關荼毒幼
兒的書籍仍不受限制地在網絡傳播（見表）。

▲警方檢獲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的三款涉案
兒童繪本共500多本。
資料圖片

香

黃絲黃店續散播違法刊物摘錄

傳播者與被捕者同罪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副主席、大律師丁煌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任何人倘在網上傳閱或散播涉案3本書的內容，犯罪
性質與 5 個被捕疑犯類同。雖然 3 本書目前未被法庭定性為煽動分
裂國家、憎恨政府的非法刊物，但現時警方依然有足夠理據以散
布懷疑含有煽動信息書籍的罪名對散播者執法，並警告傳播涉案
書籍者，不要在案件未審前假定無罪的誤導下，試圖走法律漏
洞。
他建議警方在運用香港國安法執法的同時，需要積極考慮申請
臨時禁制令，防止這些會影響兒童的繪本在香港自由散播，造成
不可彌補的傷害。

黃店違法不改可釘牌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大律師容海恩認為，警方應該與社交平台
的媒體及機構協調，把涉案書籍立刻下架，將對兒童的禍害影響
降至最低。如果有黃店或組織違反法律底線、屢勸不改的話，政
府應大力打擊，甚至考慮註銷牌照。
她批評攬炒派為禍香港的意圖非常明顯，將一些不實言論，包
括將逃犯包裝成義士等形容，完全扭曲法治及道德觀念，並呼籲
教育者及學校小心選擇教材，更不應將涉案書籍流傳市面。
立法會議員、執業律師謝偉俊批評一眾攬炒派的行為無知，指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及第十條，如果書籍本身性質構成煽動
刊物，或含有煽動文字，任何人如果進行分發、轉載，都有可能
犯法。
他直言，目前市民對於國家安全的認知並不足夠，相信隨着大
力推動國安概念及法律，市民會更加認知法律上的風險，從而更
有責任感去防止違法行為。

fb專頁
香港言語治療師
總工會

保留由涉案繪本電子版及與「杏
壇放送學院」合製的動畫版連結

「杏壇放送學院」

保留與言語治療師總工會合製的
動畫版連結

「德尼思化」

貼出涉案繪本的電子版連結

「動漫廢物電台」

貼出涉事繪本改編的動畫連結

攬炒派中人

童裝店Chickeeduck
老闆周小龍

涉嫌違法行為
日前在 fb 貼出工會與「杏壇放送
學院」由涉案繪本改編的動畫連
結（已轉為私人影片），昨日又
聲言會考慮「全面收購」香港言
語治療師總工會屬下的「羊村」
產品及版權，將該會過去兩年
「努力創作的版權發揚光大」

前公民黨成員陳淦濱經營
貼出涉案3本繪本電子版的連結
的fb專頁「金水」
在 facebook 專頁中貼出涉案 3 本
2019年「7．28」上環暴亂 繪 本 的 電 子 版 連 結 （ 原 帖 已 刪
中被捕的湯偉雄和杜依蘭所 除）
開的facebook「赴湯」
室內設計師曾志浩
黃店

● 香港言語
治療師總工會
多次擺街站被
警方截查。
資料圖片

涉嫌違法行為

貼出涉案繪本改編的動畫連結
涉嫌違法行為

友利冰室x勿當奴

在 facebook 專頁貼出《羊村十二
勇士》電子版，聲言「越禁越要
多人睇」

黃色豬頁

在 facebook 專頁中貼出《羊村十
二勇士》、《羊村守衛者》、
《羊村清道夫》的刊物連結

沙田柚外送

在 facebook 專頁中貼出《羊村十
二勇士》電子版

山下市集

在 facebook 專頁中貼出《羊村十
二勇士》電子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 工會副主席楊逸意被押至西九龍法院提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語療會正副主席被拒保釋還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香
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的5名骨幹，
涉嫌在過去一年發布「羊村系列」
三本兒童讀物，意圖引起幼童對特
區政府及香港司法的憎恨、煽惑使
用暴力及慫使不守法。該工會兩名
女性正副主席昨日被控一項串謀刊
印、發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
刊物罪，被押上西九龍裁判法院提
堂，兩人暫毋須答辯。控方明言警
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或加控其
他罪行。國安法指定法官、總裁判
官蘇惠德拒絕兩被告保釋，將案件
押後至8月30日再訊，兩被告須還
柙。
兩名女被告黎雯齡（25 歲，言
語治療師）及楊逸意（27 歲，言
語治療師），分別為香港言語治
療師總工會主席及外務副主席。
兩人各被控一項串謀刊印、發
布、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
罪，違反《刑事罪行條例》 第
10 （1C） 條 、 第 159A 條 及 第
159C。
控罪指，兩名被告於 2020 年 6
月 4 日至 2021 年 7 月 22 日，在香
港與其他人串謀刊印、發布、分

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包括
3 本名為《羊村守衛者》、《羊
村十二勇士》和《羊村清道夫》
的書，具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激起對其叛
離，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
視或激起對其叛離，煽惑他人使
用暴力；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
從合法命令。

控方：或會拘捕更多人
控方昨日申請將案件押後，以
待警方再深入調查，並明言或會
拘捕更多人或增加控罪，同時反
對被告保釋。分別代表兩名被告
的大律師劉偉聰及大律師梁麗幗
則替兩被告申請保釋。總裁判官
蘇惠德聽畢控辯雙方陳詞後，拒
絕兩名被告擔保申請，並押後案
件至 8 月 30 日下午再訊，以待警
方進一步調查。黎雯齡保留 8 日
保釋覆核權，將於 7 月 30 日再出
庭作保釋覆核。
另外，同案被捕的香港言語治
療師總工會秘書伍巧怡、司庫陳
源森及委員方梓皓，昨晚已獲保
釋，9月下旬向警方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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