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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香港一名男子在台湾杀害女
友抛尸后潜逃回港。警方破案后，因香港与台
湾之间没有签订司法互助安排和移交逃犯协
议，该男子无法被移交至案发地台湾受审。面
对这一重大法律漏洞，为避免严重犯罪分子逍
遥法外，香港特区政府于今年 2月 15日向立法
会提出建议草案，推动修订 《逃犯条例》 和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简称修例）。
几个月来，特区政府不遗余力向社会做好

宣传解释工作，在做好公众咨询、听取各界意
见的基础上数次调整草案内容，确保修例工作
符合基本法规定、彰显公平正义、体现社会共
识。对此，香港市民给予理解与认同，各界也
都以不同方式表达对修例的支持，希望草案尽快
在立法会获得通过。

现实需要：堵塞法律漏洞

根据香港特区 《逃犯条例》 和 《刑事事宜
相互法律协助条例》 现有条款，移交逃犯不适
用于香港以外的中国其他部分，按照香港实行
的属地管辖原则，特区法院对台湾杀人案件也
没有管辖权，要把此案凶手移交台湾受审，就
需要修改现行法律，允许香港与台湾地区开展
移交逃犯和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个案合作。若
以单独处理移交逃犯请求，交由立法会讨论，
则有案情被公开、逃犯再次潜逃的风险。

经过审慎研究，特区政府提出修订建议，
拟将内地、澳门、台湾等中国其他地方纳入移交
逃犯法律范畴，在彼此之间建立长期相互法律协
助协议。特区政府明确表示，修例主要针对犯了

《逃犯条例》 订明的严重罪行的逃犯，不符合
“双重犯罪”原则的不移交、政治罪行不移交、
死刑犯不移交，对普通市民没有影响；修例不涉
及新闻、言论、学术、出版等方面的行为，不会
影响香港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营商环境。

同时，修例工作还充分考虑了当事人的法
律权利，明确当事人有司法复核的权利、可就
拘押令申请人身保护，个案式移交逃犯安排有
行政审查、司法审查等多种把关和法律保障。

草案提出后，特区政府于今年2月14日至3
月 4日开展了为期 20日的公众咨询，接获的约
4500份书面意见中有3000余份表示支持。支持
者普遍认为，草案可以填补法律漏洞、不希望香
港成为“逃犯天堂”。

为了最大程度的凝聚共识，特区政府几个月
来密集听取社会意见，又先后于3月26日、5月

30 日对草案作出修改，包括剔除 9 项可移交的
罪行，提高门槛，将可接受移交逃犯申请的刑
事罪行的最高刑期由原本三年以上放宽至七年
或以上等；同时，特区政府还表示发表有关人
权保障的政策声明，进一步消除市民担忧，增
强相关安排的法律约束力。

香港基本法第九十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
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
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5 月 21
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香
港福建社团联会访京团时指出，中央完全支持特
区政府正在开展的“两个条例”修订相关工
作，相信经过特区政府的努力工作和各界理性
的讨论，一定能消除疑虑、形成共识，希望各
界人士为维护香港的法治形象而共同努力。

社会心声：不要“逃犯天堂”

修例工作得到了香港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几个月来，除特区政府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社
会各界也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保公义、护香
港、撑修例，香港不应是‘逃犯天堂’”的心
声，希望草案早日在立法会获得通过，并针对
修例的错误观点主动予以辩驳。

5 月 10 日，一批来自工商、专业、青年、
基层等界别的香港社会人士宣布成立“保公义
撑修例大联盟”，通过凝聚不同团体和人士，展
示支持特区政府修例、保障公义和维护香港法
治的主流民意。他们在网上发起市民联署行
动，短短时间内有86万余人响应支持。

香港政团、社会团体和立法会议员、各界
专业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和表态。

香港“民建联”表示，特区政府推动修例
属必要之举，有利于彰显公义、填补法律真空，
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并以此履行有效打
击罪行的国际责任。

香港“工联会”指出，目前，港与二十个
国家地区签订了逃犯引渡协议，还有大部分其
他司法管辖区没有相关安排，长期形成了法例
漏洞未有处理。修例符合“一国两制”、符合基
本法、符合香港法治精神、符合社会状况需要。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表示，修例能弥
补香港在司法互助、共同打击犯罪方面存在的
不足，增进与国际间及周边地区的司法合作，
保持社会繁荣安定，从而避免香港沦为逃犯避
风港。此外，该会还对个别教育团体怂恿教
师、学生反对修例的做法表示强烈谴责。

香港多个公务员团体包括政府纪律部队人
员总工会、香港公务员总工会、香港警察队员
佐级协会、香港消防处职工总会、政府人员协
会、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同学会也都发表声明，
强调“避免我们的家园沦为罪犯匿藏的地方”，
明确表态支持修例。

香港商界对修例工作同样持欢迎态度。长江
基建主席李泽钜说，我们在每一个国家都是守法
的公民，不是一个逃犯，修订《逃犯条例》对长建
营运无影响。嘉华国际主席吕志和说，不做出轨、
犯法的事，正正常常做生意，对修例没有顾虑。香
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说，相信修例有助堵塞
现时本港与其他司法管辖区在移交逃犯方面可
能出现的法律漏洞，冀立法会各党派能理性讨论
并尽快审议有关的修订建议。

香港老师林伯强表示，一些反对修例的看
法十分令人费解。香港与其他国家已有移交逃
犯的相关安排，内地这些年也已向香港移交了
200 多名逃犯，如果不修订逃犯条例，香港一
定会变成“逃犯天堂”，修例是香港法治的进一
步发展。

香港友好协进会副会长陈清霞认为，作为
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参与者，香港有义务完善相
关法则，修例采用国际做法，通过一系列严格
的限制措施保障被移交人人权，符合联合国国
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标准及做法。只要用理性务
实的思维、对香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去看待修
例，就一定会理解和支持。

据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介绍，特区
政府现已接获 300 多个团体支持修例的信函，
还有不少市民用各种方式表示支持政府的工作。

近日来，香港一些反对分子勾结外国反华
势力针对修例发布恐吓言论，制造社会冲突，
阻扰立法会运行，香港多个团体也都站出来澄
清谬误、明辨是非。香港渔民团体联会在维多
利亚港组织26艘渔船进行海上巡游，在船上悬
挂“撑修例”“保平安”的横幅。对于6月9日有
暴徒冲击立法会伤害警员的行为，香港岛各界联
合会、香港岛妇女联会发起集会予以强烈谴责。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晋江社团总会等多个团体也
发起行动抗议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林郑月娥 11 日表示，作为特区行政长官，
不但要向行政机关负责，还要向整个香港特别
行政区负责，这是基本法赋予她的宪制责任。
修例正是一件对社会非常负责任的工作，特区
政府会尽最大的努力推动相关工作完成。

（本报香港6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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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6月10日电（记者
石龙洪、何自力） 台当局财政主管
部门10日公布最新的进出口统计显
示，台湾5月出口277.2亿美元，较
去年同月减少 4.8%，为连续 7 个月
负增长。

据统计，1至5月，台湾累计出
口 1298.8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减
4.2%。进口方面，台湾 5 月进口

232.2 亿美元，较上年同月减 5.9%；
1 至 5 月，台湾累计进口 1137.8 亿
美元，较上年同期减1.2%。

台当局财政主管部门称，全
球经济成长趋缓，智能手机销售
欠佳，加上进入出口淡季、去年
基期偏高，使 5 月出口持续负增
长，初步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将
呈现负增长。

新华社福州6月10日电（记者邰晓安） 刚
参加完妈祖祭拜活动，来自台湾宜兰南方澳南
天宫的十几位台胞便簇拥在福建湄洲妈祖祖庙
的图片展板前。面对着 30年前一组登陆湄洲岛
的老照片，这些年过半百的台胞们仔细辨认，
兴奋地谈论着。

1989年5月，在时任南天宫主委林源吉的
率领下，220 名台胞乘 20 艘渔船冲破重重阻
碍直航福建莆田湄洲岛谒祖进香 （另有 120
人从香港转机来大陆汇合）。这一活动引起
广泛关注。

2019 年 6 月 8 日至 10 日，30 多名曾亲历 30
年前直航谒祖进香之旅的台胞再次赶赴湄洲
岛，和其他两岸妈祖信众代表一起共忆往事、
共话未来。

脖间搭一条黄毛巾，黝黑高大的杨育青在
人群中十分醒目。1989年，作为 20条渔船中最
年轻的一位船长，杨育青和其他船长们一起驾
船，在海上航行大约 24小时，才终于从宜兰抵
达湄洲岛。

海上的艰辛很快被抵达的兴奋冲散。
“那时候马路上都是泥巴，妈祖祖庙也没

有现在这么大的广场。但看到‘欢迎台湾同胞
回归祖国’的横幅，我们一下子就觉得很亲
切。”船长陈正发至今记得刚刚登上湄洲岛时
的情形。

“后来，我基本一两年就会来一次湄洲
岛。”南天宫的船长罗木溪说，不少亲历者都频
繁往返湄洲岛祭拜妈祖。

台湾妈祖联谊会会长、台中大甲镇澜宫副
董事长郑铭坤表示，30年前的这场直航完成了
岛内妈祖敬仰者们魂牵梦萦的心愿，也开启两
岸民间交流的新局面。

此后，湄台之间民间交往逐渐热络。据统
计，30 年来，湄台之间的渔船直航、客运直
航共计 6000 多航次，参与人数超 60000 人次。
如今，每年到湄洲妈祖祖庙谒祖进香的台胞
超过 30 万人次。

2009年，郑铭坤带领350名妈祖敬仰者乘客
轮从台中直航湄洲岛，实现湄洲岛与台中港的
双向旅游直航。郑铭坤说，这 10年间，他见证
了两岸民众交流越来越密切、经贸人文合作越来越深入，感受到两岸融合
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光明。

“两岸越交流越开放。”林源吉说，两岸民间交流不会“断流”，这是两
岸民众的共同希望。

湄洲岛党工委书记林韶雯表示，湄洲岛将以妈祖文化为桥梁，加快推
进应通尽通，研究制定更多惠台利民措施，不断加强文化交流合作，在推
动两岸融合发展上奋力前行。

本报香港6月11日电（记者陈
然）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及香港回归祖国 22 周年，由
故宫博物院与凤凰卫视联合主办、
中国银行 （香港） 作为首席公益合
作伙伴的 《清明上河图 3.0》 数码
艺术香港展 11 日在香港中环举行
启动礼，宣布展览将于 7 月 26 日在
亚洲国际博览馆精彩开幕，展期一
个月。

作为“2019 年度内地与港澳文
化和旅游交流重点项目”，此次香港
展是《清明上河图3.0》高科技互动
艺术展演走出故宫、走向境外的第
一站，旨在通过全新的数码与艺术
语言，为香港市民带来一场展现华
夏瑰宝的世界级文化、艺术与科技
盛宴。

展览由“开放之城”《清明上
河图》 之旅、“盛世长卷”巨幅动
态高清投影、“汴河码头”180度球
幕影院、“宋‘潮’游乐园”亲子
民艺体验空间、图书阅览、公共活

动与文创衍生等 7 个部分组成，将
原作细节和相关历史背景进行数码
化转译，让观众身临其境，真正读
懂画作。

其中，“开放之城”将带领观众
重返画作诞生的繁华盛世，从时
间、空间的维度，再现郊外及市中
心的 8 个场景，讲述宋代汴京的政
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教
育、民俗、建筑及服饰等方方面
面；“宋‘潮’游乐园”则打造沉浸
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空间，通过
看、触、听、赏、玩，让大人与孩
子们“穿越”宋代，了解华夏博物
之美。

据了解，展览占地约 4000 平
方米，预计接待观众 60 万人次。
除亚洲国际博览馆外，展览也将
深 入 校 园 、 社 区 及 公 共 文 化 场
所 ， 为 香 港 市 民 带 来 一 系 列 与

《清明上河图》 相关的讲座与视频
揭秘，形成走遍全港的“盛世长
卷文化之旅”。

澳门第十一届青少年国情
知识竞赛近日举行总决赛。本
届竞赛以“激扬湾区 濠江启
航”为主题，主要围绕 2019
年2月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让参赛选手
和观众深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
的发展前景、建设目标、机遇
和挑战以及澳门在这一国家战
略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来自
澳门 20 所中学、5 所大学的
9000 多名学生参加了本届竞
赛。图为选手在竞赛中答题。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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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出口“七连黑”

香港特区政府 6 月 10 日展开跨部门的公众
教育活动“晴天行动 2.0”，通过展览、讲座、
参观和比赛，提高市民对自然灾害的认识。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典礼上致辞
表示，“晴天行动”于 2005 年首次举办，14 年
来香港经历了多次风灾、特大暴雨等极端天
气，但没有导致重大伤亡事故，是政府各相关
部门与所有市民一同努力的成果。

林郑月娥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是“晴天行
动”的延续，更加入应对山泥倾泻、水浸、风
暴潮和塌树等各种自然灾害的自救锦囊，进一
步加强香港社会的抗灾能力。

据介绍，“晴天行动 2.0”的主办单位包括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保安局、土木工程拓展
署、消防处、香港天文台、渠务署以及香港赛
马会灾难防护应变教研中心和香港红十字会

等。活动自本月 11 日起举办首个联合专题展
览，简介香港的气候变化，并宣传社区防灾备
灾的策略等。

林郑月娥说，因应 2018 年超强台风“山
竹”吹袭香港，特区政府已作出全面检讨，并
于 2019 年 5月向立法会汇报检视结果和将会采
取的措施。其中，日后遇上超强台风或其他大
规模天灾时，特区政府会即时成立由政务司司
长主持的督导委员会，加强监督各部门的准
备、应变和善后工作。当超强台风引致极端情
况，例如公共交通服务严重受阻、广泛地区水
浸、严重山泥倾泻或大规模停电，特区政府会
视乎情况，在8号台风警告改为3号前公布“极
端情况”。

根据香港劳工处新修订的 《台风及暴雨警
告下工作守则》，“极端情况”发布后，除与雇

主订立上班协定的必要人员外，雇员应留在原
来地点，而非立即启程上班。

林郑月娥并表示，特区政府会加强收集资
讯，例如在策略性地点加装监控，评估道路和
交通情况，也会试行以无人机进行即时空中监
测，评估灾情。

此外，特区政府还会有效对外发放资讯，
包括利用香港天文台和运输署的流动应用程
式、传媒、社交媒体等平台，让公众第一时间
收到防灾和应变信息。

去年9月17日，超强热带风暴“山竹”让香港
出现 1500 宗塌树报告，但并未出现严重人员伤
亡。由于香港防避工作做得相对充分，有接近
1400人入住各个庇护中心，在机场滞留的人士则
不多于 300 人。台风期间，香港有上万名前线人
员进行应变工作，帮助香港安然度过风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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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深港澳国际车展近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图为观众在车展现场
参观。 新华社记者 赵瑞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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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澳国际车展有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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