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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分析師斯諾登接受香港傳媒採訪

時揭露，美國政府自2009年開始入侵中國內地和香港

的電腦，香港被監測的目標包括中文大學、公務員、

商界人士和學生。他指美國政府入侵網絡骨幹，比如

巨型網絡路由器，借此獲得幾十萬台電腦的通信記

錄，而無需一台台的破解。斯諾登再度爆料令港人震

驚，說明美國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已經無孔不入，而且

是利用高端資訊手段對香港進行滲透和控制，難怪近

幾年來香港出現種種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原來背後

有美國網絡黑客攻擊香港電腦的背景。美國入侵香港

電腦干預港事，嚴重侵害港人的基本人權，必然予以

強烈譴責。

2009年美國高調提出「重返亞太」戰略，將香港視

為「重返亞太」戰略的重要戰場，意圖通過改變和控

制香港政局的發展，進一步達到遏制中國的目的，甚

至將香港作為對中國推行「顏色革命」的橋頭堡。因

此，美國政府自2009年開始入侵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電

腦，與美國2009年美國高調提出「重返亞太」戰略，

並非偶然的巧合，而是緊密相連，即美國政府入侵中

國內地和香港的電腦，是為「重返亞太」戰略服務

的。

2009年以來，美國赤裸裸介入香港政改，來自美國

國務院、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全美民主基金會、美

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的各類報告透露，美國改變

以往《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中基本肯定「一國兩制」

的調子，毫不避諱地質疑、指責甚至詆毀《基本法》

和「一國兩制」。「維基解密」2011年8月公開了近千

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機密電文，披露美國駐港總領

事館對香港事務的干預全面而深入，特別是在對本港

影響重大的政制發展、選舉事務上 力最深，並在幕

後扮演操控角色。

2009年以來美國入侵香港電腦，監測的目標包括各

個方面，這一招不亞於英國從香港撤退之前，將香港

公務員和政商學界人士的資料轉移到英倫，而且美國

電腦監測到的是香港目標人士的最新資料，嚴重危害

被監測的港人的基本人權。難怪近幾年來，香港令人

匪夷所思的怪事頻繁發生，一些政府官員和公眾人物

的私隱被翻出，用來打擊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陣營。

特別是今年以來，外國勢力發出了搶奪香港治權的集

結號，「佔領中環」行動已成為港版「顏色革命」，

大量「黑材料」不斷湧現，與美國入侵香港電腦密切

相關，不僅劍指本屆特區政府班子和斬斷特區政府主

要官員與中央聯繫，而且猶如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

懸在未來特首普選的上空，威懾建制派參選人，為反

對派對抗中央的人選保駕護航。

美國入侵香港電腦干預港事，嚴重危害香港繁榮穩

定和港人的基本人權，社會各界應該站出來表達抗

議，作出譴責。 (相關新聞刊A2版)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昨日在北京會見了

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率領的國民黨大

陸訪問團一行。此次「習吳會」，是大陸新

領導班子全面接班後首次國共高層對話，被

認為是為兩岸政治對話作準備。兩岸關係發

展已進入「深水區」，確有必要在堅持一個

中國的框架下展開政治對話協商，建立政

治、軍事互信機制，鞏固兩岸和平發展的成

果，爭取兩岸關係的新突破，促進兩岸同胞

團結合作，共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重新執掌台灣政

權，兩岸堅持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經

濟、文化交流進展理想，兩岸關係進入鞏固

和深化的新階段，兩岸展開政治對話已不可

迴避，要求兩岸進行政治對話的呼聲也日益

高漲。

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提出：「希望雙方共

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

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

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協

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新前景。」這是中共展望和推動兩岸關係

未來發展的核心內容。隨 兩岸關係的深入

發展，遇到的困難將逐漸浮現，亟需建立更

多的互信，展開兩岸政治對話協商，商談建

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應提上兩岸當局的日

程表。兩岸應該以高度政治智慧和魄力，聚

集和擴大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共識，才能有

效防止和避免出現波折甚至倒退，穩步推進

兩岸關係全面發展。

在會晤中，習近平就進一步發展兩岸關係

提出四點意見，指出國共兩黨理應堅持一個

中國立場、共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希望兩

黨都本 對歷史、對人民負責任的態度，以

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為重，把握好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大局，推動兩岸關係沿 正確方向不

斷向前邁進。吳伯雄也表示，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是國共兩黨一致的立

場，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兩岸都用

一個中國框架定位兩岸關係。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乃大勢所趨，已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共兩黨的「一中」立場

一致，應以實現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為己

任，發揮好國共對話平台作為台海穩定器的

重要作用，增進兩岸政治互信，匯集兩岸中

國人智慧和力量，攜手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

(相關新聞刊A4版)

譴責美國入侵香港電腦干預港事 兩岸關係發展需要政治對話

按基本法推政制發展
中央擁實質任命權 批「佔中」違法定依法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決定本

港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紐約接受

彭博通訊社訪問時指，對於最適合領導香港的人選，中央政

府與港人「可能會有不同看法」，「這是另一個我們需要解

決的『一國兩制』中的問題」，又強調實現普選只是時間問

題。他在返港後重申，政府會按照《基本法》推動政制發

展，同時希望通過高速經濟發展，去應對房屋、貧窮、老年

社會和環境這四大問題，呼籲市民齊心維護本港經濟體系。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提出，普選行政長
官必須按照《基本法》及相關規定推行，同時選出的行政長官不能與
中央對抗。不過，反對派不同意這兩個前提，表明反對，聲言這兩個
前提及《基本法》與所謂國際普選標準有「明顯衝突」，甚至要以癱瘓
中環的「佔領中環」行動來要脅中央接受他們口中的「真普選」。
梁振英接受彭博訪問時，再批評所謂「佔中」明顯是違法行動，政

府將會如處理其他任何違法活動一樣，依法處理有關行動，又指中央
有權拒絕委任本港選出的行政長官人選，其任命權是實質的，「就最
適合領導香港的人選，現時存在中央政府與香港人可能會有不同看法
的情況，是『一國兩制』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政改時間表 未來妥諮詢

對於政府何時展開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諮詢，他指出，民主選舉是
市民大眾的普遍願望，「亦是我的其中一個重要議程」，而政府尚未決
定整個政改時間表，但未來會諮詢公眾，「香港最終會實現普選，這
只是時間的問題」。
被問到本港在反映貧窮指標之一的堅尼系數仍然不斷上升，梁振英

介紹今屆政府過去一年工作成果，強調處理貧窮問題，是現屆政府主
要政策範疇之一，當局已經在減少貧窮問題上有所進展，包括通過提
升最低工資水平，及首次成立委員會以設立貧窮線等。

經濟速發展 改善4問題

梁振英昨日傍晚結束紐約行返抵本港時，在香港國際機場接受傳媒
訪問。他指出，政府非常重視本港經濟發展，「因為只有比較高速度
的經濟發展，才能讓政府、僱主和廣大的香港市民有足夠的經濟能力
去應對我們的房屋、貧窮、老年社會和環境這四大方面的問題，才可
以給大家更美好的生活」。

籲各界齊心 維護港發展

他續說，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政府也會按照《基本法》推動政
制發展，並希望本港各方面的朋友能夠和政府齊心，在做好政制發展
工作的同時，和政府一起維護本港經濟，推廣經濟活動，讓大家有更
好的經濟能力來改善生活。
梁振英又表示，自己是次到紐約，發現美方十分重視本港經濟和商

貿、金融的作用，「他們知道香港在這方面有優勢，他們十分願意和
香港合作，通過香港能夠促進他們和中國內地以至整個亞洲的經濟貿
易活動，他們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能力和優勢是十分看好的」。在他返港
的同時，由他率領訪美的龐大、高層次的金融、商貿、專業界的代表
團，超過200人仍然在當地與美方人士商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
錦樑正在美國西岸，進行同樣的推廣本港商務、經濟活動，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張炳良正在歐洲推廣本港物流業。

未擬放寬 適時「加辣」

蘇錦樑轉赴美西推銷港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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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蘇錦樑結束陪同特首梁振英訪問紐約
後，轉往三藩市訪問，展開美國之行的第二
站。他抵 後先與三藩市市長李孟賢會面，交
換雙邊關係和雙方關注事項之意見，及後又禮
節性拜會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袁南生，談及本
港最新發展情況。

訪三藩市矽谷洛杉磯

蘇錦樑出席由香港駐三藩市經濟貿易辦事處
和舊金山中華文化中心，為到訪的本港當代藝
術家林東鵬而設的酒會，為其一項名為「好奇
匣」的展覽揭開序幕，約100名當地藝術及文化
界人士出席酒會。他又於晚上參加由香港駐三
藩市經貿辦主辦的晚宴，向來自灣區議會的商
界領袖介紹本港最近經濟情況和商機，並鼓勵
美國公司全面善用本港優勢，進軍區內迅速冒
起的市場。此外，他亦將到訪矽谷，然後轉往
「荷里活」所在地洛杉磯，繼續其在美國西岸推
介本港的行程。
本港一向是亞洲電影之都，早前在紐約期

間，蘇錦樑已特意與傳媒會面，闡述本港與美

國在電影業方面的合作機遇。他形容，近年本
港電影業界與內地同業加強合作，擴闊業務範
圍：「自2003年簽署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安
排）以來，香港與內地的合拍片數目已快速增
長至平均每年30部，而且票房成績驕人。」

籲善用港拓內地市場

蘇錦樑鼓勵美國電影公司善用本港創意人
才、經驗、專業技術、人脈和知識，把握CEPA
提供的優惠待遇，抓緊內地市場的新機遇：

「香港除了擁有優秀的演員，還有先進的設備和
優質的電影製作服務，包括製作數碼視覺特效
和電腦動畫電影的專業人員。製作長篇劇情電
影所需的一切，由拍攝至後期製作，香港都一
應俱全。」
他又大力推介本港為電影取景上佳地點，

「我們獨特的城市面貌、豐富的傳統文化和多元
化的生活方式，為電影提供絕佳的場景。在2011
年至2012年，超過10部荷里活、寶萊塢以至更多
其他地方的電影均選擇在香港取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本港近年銳意拓展離岸人民幣市
場，不少企業在港發行人民幣債
券。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紐約接受彭
博通訊社訪問時形容，本港人民幣
債券市場很活躍，當局正加快有關
工作，特別是內地發展非常迅速，
而內地銀行和貨幣改革都正按既定
軌道進行，「我們正在與內地一起
合作」。
梁振英在訪問中指出，本港至今

已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
大約有8,000億人民幣，可讓有需要
的企業用於內地不同省份的運作，
同時在港人民幣債券市場也很活
躍，達到650億人民幣，本港將進
一步加強與內地的人民幣業務合
作。

航運融資保險同發展

他續說，本港除了鞏固作為國家
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需增加其他的
專業服務，包括航運業的融資和保
險業務等，並相信中國將會很快成
為一個航運及造船大國：「我們謀

求發展，亦謀求經濟多元化，我們
希望可以將產業提升到經濟鏈的上
游。」
市場不斷有傳美國央行的量化寬

鬆政策將「收水」，或會影響本
港，梁振英指出，美國經濟是全球
最大的經濟體，亦是本港最大外國
貿易夥伴，港元亦與美元掛 ，
「因此，我們非常關注美國的經濟
情況，包括美國市場和銀行息
率」。再被問到是否對有關情況感
緊張，他說：「我們關注有關情
況，但不能說是緊張，我們有計劃
去應對不同的情況。」

無考慮撤聯繫匯率

被問到是否希望人民幣成為國際
貨幣，以至考慮改變本港聯繫匯率
制度，他只說，如果仔細看看內地
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銀行、
貨幣、房地產都在改革，現在的進
程亦比過去更加快，但強調目前的
聯繫匯率制度運作很好，「我們不
會討論，也沒有考慮改變，未來也
會繼續運作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政府早前多番推出「辣招」，以穩
定有升無跌的樓市。行政長官梁振
英在紐約接受彭博通訊社訪問時表
示，早前的「辣招」已經壓抑了樓
價和租金，「如有需要，特區政府
將會有更多相應措施」。對於社會
有聲音希望政府放寬有關「辣
招」，他強調：「現在還不是放寬
的時間。」

穩定樓市 再無「勾結」論
有關政府在穩定樓市中的表現，

梁振英在彭博的訪問中指出，政府
已經對樓價問題清晰表態：「在很
長的一段時間裡，對於特區政府與
地產界存在某程度勾結的指控首度
停止了。」
早前內地人來港搶購奶粉，令政

府需要推出「限奶令」，內地與本
港交往中的矛盾開始浮現。梁振英
表示，政府十分關注訪港內地遊客
與本港民眾關係日益緊張，特別是
訪港內地旅客開始對日用品大量掃
貨，當局將會繼續確保本地居民在
這些供應上擁有優先權。

■蘇錦樑（左）禮節性拜會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

袁南生（右）。
■蘇錦樑（左二）和本港當代藝術家林東鵬（右

一）一起完成畫作。

■梁振英（右）於紐約時間6月12日上午，與主管經濟與社會事

務的聯合國副秘書長吳紅波（左）會面，其後參觀聯合國總部。

■梁振英在

彭 博 訪 問

中，再批評

「佔中」明

顯是違法行

動。

彭博通訊社

梁
振
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