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主席黎智
英一直是香港反對派「幕後金主」，但近
期逐漸走向幕前，更被揭發上月底鬼祟密
會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保羅．沃夫維茲
（Paul Wolfowitz）達5小時。外交部及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隨即強調，中方一貫堅
決反對任何外國勢力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內部
事務。

《東周刊》揭遊艇密會5句鐘
《東周刊》日前踢爆，黎智英上月底在私人

遊艇密會保羅．沃夫維茲。當天早上10時半，
黎智英離開寓所後到西貢香港遊艇會，隨即登
上其私人遊艇。5小時後，黎智英遊艇駛回碼
頭，出身美國情報人員的壹傳媒動畫有限公司
商務總監Mark Simon率先步出甲板，3 名外籍
男子隨後上岸。經查證後，核實登船的其中一
名外籍男子正是保羅．沃夫維茲。黎智英回應
時辯稱，他與保羅．沃夫維茲是出海敘舊，又
稱：「美國『早已出賣香港』，沒想過要求美國出手打救香港。」

外交部公署責拉攏外部勢力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事件時強調：「中方一貫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勢

力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亦重
申：「中方堅決反對外部勢力以任何形式插手或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同
時，我們也反對一些人拉攏外部勢力干涉香港內部事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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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無權干涉港政改
美高調評論「公投」指點選特首 遭中方反駁

各界批《蘋果》可恥 民進黨「搗蛋」

香港回歸以來，美國及英國屢
次干預香港內政，近年更是有增
無減。外交部及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多次表明，香港內部事務
是中國內政，中國政府堅決反對

任何外國對此說三道四。

「維基解密」踢爆「禍港四人幫」
前美國駐港澳總領事楊甦棣在任時已
和香港反對派「一唱一和」，曾被「維
基解密」踢爆他曾拉攏時任天主教香港
教區主教陳日君、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
生、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壹傳媒集
團主席黎智英，串連成為「禍港四人
幫」，離任前更聲稱香港按照聯合國
《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落實
普選是重要的。現任美國駐港澳總領
事夏千福接任以來，既聲稱希望香港反
對派有份「入閘」特首普選，又在演說
中稱美國支持香港逐步達至「真普選」
的立場不會改變，及港人對政治制度有
「最終發言權」。

英對港普選「虎視眈眈」
英國同樣對香港普選「虎視眈
眈」。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
臣施維爾去年9月在《明報》撰文稱，

英國隨時準備對香港政改「提供任何
支援」。今年5月，英國駐港澳總領事
吳若蘭閉門密會5名香港反對派議員討
論香港政改。
在國務院《「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發表後，美
國國務院發言人聲稱，美國支持「保
障香港一切事宜，除國防和外交問題
外，均享有高度自治」的「一國兩
制」，英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就聲言會
監察「一國兩制」實行情況。外交部
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對此強調，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
國干涉或指手畫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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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鬼祟晤美前副防長
由壹傳媒集團主席

黎智英、天主教香港
教區榮休主教陳日
君、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及前政務司司

長陳方安生組成的「禍港四
人幫」，多年來一直勾結外
國勢力，屢次赴美唱衰中國
及香港，更被「維基解密」
揭露不時向美國駐港總領事
館「匯報」最新政治情況。
2000年，美國國會在討論給
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國的地位
時，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白
宮會見李柱銘。李柱銘事後聲
言美國議員不滿中國人權紀錄
這一點，他也有同感。 2004
年，李柱銘與涂謹申、李卓人
等出席美國國會的首次「香港
民主進程聽證會」。

「維基解密」揭匯報港務
「維基解密」在2011年公開

了近千份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機
密電文，揭露了「禍港四人
幫」，由成形到合作無間的過
程。 電文披露，李柱銘、黎智

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
「朝聖」，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首次關注到「傳媒、宗教、政
客」組合的影響力，隨後3人不
時向美國「匯報」香港最新的
政治情況。 電文又披露，2009
年8月陳方安生游說時任美國駐
港澳總領事楊甦棣，指美國應
干涉香港事務，並鼓勵對方多
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
見。
今年3月至4月，李柱銘及陳方

安生高調訪美，出席美國國會「聽
證會」，美國副總統拜登更在白
宮會見二人。拜登在會面中稱，
美國一直支持香港的民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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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右）曾在白宮會見李柱銘
（左）及陳方安生（中）。資料圖片

■夏千福稱美國支持香港逐步達至「真
普選」的立場不會改變。 資料圖片

■《東周刊》踢爆，黎智
英（上圖）上月底在私人
遊艇密會保羅．沃夫維茲
（下圖穿西裝者）。

東周網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

「佔領中環」策動所謂「全民公投」，以

爭取「真普選」為名，鼓吹不符合基本法

的「公民提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日前

高調回應「公投」，聲稱「如果特首選舉

予港人真正選擇，反映選民真正意願，我

們相信特首的認受性能大大提高」。外交

部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昨日回應指，

政制發展香港內部事務，是中國的內政，

他國無權干涉，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外

國以任何方式介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蘋果日報》再次「邀
請」外部勢力干預本港事務，又引用鼓吹「台獨」的民
進黨日前就香港所謂「公投」所發表的聲明。香港社會
各界批評，政改是國家內部事務，不容外國勢力說三道
四，但美國就不斷試圖干預，《蘋果》更主動邀請外國
勢力評論港事，相當可恥。各界又批評民進黨鼓吹「台
獨」，言論將會影響區內局勢。

陳勇：借故攻擊 港淪「炮灰」
港區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秘書長陳勇批評，美國

法律嚴格控制政黨收受來自外國的捐款，但卻不斷對別
國的內部事務發表「過界」言論，美國應該「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
他強調，香港政改應由本港市民依據基本法商討，外
國不應對此不斷評論，並借故攻擊中國，令香港淪為
「人質、炮灰」。《蘋果》屢次主動邀請美英兩方評論
本港內部事務，猶如兩夫婦為家事吵架卻叫鄰居介入，
最終火上加油。他又批評民進黨是推動「台獨」的「原
教旨主義者」，本港政界人士不應與其接觸。

劉佩瓊：「全民公投」非真「公投」
港區人大代表、香港專業進修學院校監劉佩瓊認為，

美國言論固然是在干預本港內部事務，更未搞清楚「全
民公投」並非真正「公投」，只是包含少數人的意見調
查，而港人表達政改意見方式，並非只得「全民公投」
一種。
她並批評，民進黨是「台獨」分子，是次就「公投」
發表的言論將會影響區內局勢。她一向反對台灣的「公
投」，因為「一旦用咗就收唔返」，最後會淪至於「公
投」範圍以外的事項亦會進行「公投」。

陳鑑林：反對派續依賴美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表示，事件反映香港反對派

主要依賴美國，而美國干預本港事務非始於今天，過去
一段時間已有很多舉動。
陳鑑林又批評民進黨是眾所周知的「台獨」分子，早

前更「身體力行」，來港為「佔中」出謀獻策，是次更
對「全民公投」指指點點，令人關注，又直斥《蘋果》
是反中亂港的始作俑者，發放訊息意圖搞亂中央及本
港。

何俊賢：美「混賬」誤導港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評，美國十分「混賬」，

強調本港普選屬於國家內部事務，不容外國勢力說三道
四，而普選是香港人共同願望，此種挑釁言論誤導港人
對普選的理解，及試圖曲解、淡化基本法，絕不能夠允
許，希望美國尊重香港。
他續說，民進黨只是地區政黨，對香港問題「沒啥好
說的」，又建議他們避免再出現「佔領立法院」，成為
國際笑柄。

王國興：美蓄意干預港事務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指出，事件清楚顯示美國政

府蓄意干預本港內部事務，而《蘋果》主動訪問美方，
有心為其張目，目的只為「七一」遊行造勢，行為相當
可恥。
他又說，無論是香港或是國際社會，都知道民進黨鼓

吹「台獨」，對民進黨評論「全民公投」並不奇怪，但
希望民進黨能審時度勢，清楚明白國家統一的自然發
展。

梁美芬：美不懂基本法「幫倒忙」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認為，基本法已清楚列明中

央的職能及角色，本港享有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但
美方回應提出「擁有着最高程度的自治」對本港十分重
要，令人感覺到美方完全不認識基本法，是在干預本港

內部事務，「不是幫忙，而是幫倒忙，把整件事件更加
惡化。」
她認為，本港事務應該按照基本法，在「一國兩制」

下解決，毋須外國勢力「幫助」。

張華峰：英認同落實「一國兩制」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張華峰指出，本港政改問題是中央

及本港內部事務，外國政府根本沒有資格說三道四，加
上中英雙方剛發表聯合聲明，支持本港實行「一國兩
制」，反映英國政府亦認同本港回歸17年以來，國家
真正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希
望美國政府能夠尊重。
他又質疑，目前台灣社會相當混亂，經濟又差，「我
唔覺得佢哋好掂，對這種無理的說三道四言論，可以不
用理會。」

盧偉國：美搞小動作圖「返亞洲」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指出，美國試圖「重返亞

洲」，在菲律賓、日本、越南等大搞小動作，今次借
「全民公投」說三道四，以現時國際政治形勢來看，堪
稱「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他又認為，所謂「全民公投」設立的問題相當有問

題，先由「佔中」支持者私下選出3個方案，才給市民
投票，以最篩選的方法選出「全民公投」的題目，整個
過程是一個笑話。

姚思榮：美有心插手港事務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認為，《蘋果》是有意挑動

國際及台灣「關注」本港普選，而美方高調回應，反映
有心插手本港內部事務，是不能接受的，尤其美國過往
對多個國家內政「指手畫腳」，甚至出兵干預，令對方
四分五裂：「如果美國國內有任何事情發生，中國又是
否可以作出干預呢？」

國務院首次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特別指出要始終警

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
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實施。

《蘋果》查詢美英回應 刊民進黨聲明
據《蘋果日報》昨日報道，該報主動向美、英
兩國駐港總領事館查詢對「全民公投」的回應。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回應該報「查詢」時聲
稱，支持基本法所保障兼受國際認可的基本自
由，「例如和平集會的自由和表達自由……如果
特首選舉提供香港人一個真正選擇，反映選民真
正意願，我們相信特首的認受性能大大提高……
一個開放社會，擁有着最高程度的自治、法治，
對香港的繁榮穩定是十分重要。」
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則回應該報稱，「我們不予
置評。」
《蘋果》昨日亦刊出鼓吹「台獨」的民進黨早
前發表的聲明，聲稱香港的「全民公投」雖受各
種阻撓，「港府及北京更宣示『佔中公投』是
『非法』、『無效』，但都無法澆熄香港民眾對
民主與改革的熱切期盼。」該黨呼籲「香港政府
以及北京應尊重『佔中公投』所彰顯的民意。」
在中國外交部昨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有
記者問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美國國務院發
言人昨天就香港政改問題發表了一些言論，稱
如果香港民眾能夠真正選擇符合其意願的候選
人，相信特首的認受性能大大提高，你對此有
何評論？」華春瑩回應說：「政制發展問題是
香港的內部事務，是中國的內政，他國無權干
涉，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外國以任何方式介
入。」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昨日在回應有關
問題時也表示：「政制發展問題是香港內部事
務，香港的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國以
任何方式介入。」

主動邀外部勢力表態《蘋果》有前科
事實上，《蘋果》並非首次主動邀請外國勢力
「回應」中國及香港內部事務。在《「一國兩
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發表後，
《蘋果》向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查詢美方對白皮書
的回應及立場，並獲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回
應」。
有關發言人聲稱，美國支持的「一國兩制」，
就是保障香港一切事宜，除國防和外交問題外，
均享有高度自治，又稱若「普選承諾得以兌
現」，選舉又「讓港人有真正選擇」，將會令特
首的認受性大大提升。
英國駐港總領事發言人當時在接受查詢時則聲
言，歡迎中國政府在白皮書中重申承諾在2017年
實行普選，但「港人可在選舉中有真正選舉至為
重要」，又稱英國會繼續「監察」香港實行「一
國兩制」的情况。

外交部
駐港公署：

■網民自製圖片揶揄黎智英。 「港膠所」圖片■■美國國務卿克里美國國務卿克里
■■民進黨民進黨「「中國事務中國事務
部部」」主任趙天麟主任趙天麟

「禍港四人幫」勾結外力

■■外交部發言人華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春瑩：「：「政制發展政制發展
問題是香港的內部問題是香港的內部
事務事務，，是中國的內是中國的內
政政，，他國無權干他國無權干
涉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