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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禍港四人幫」成員陳
方安生及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再就香港政改問題到英國
「告洋狀」，試圖引入外國勢力向中央施壓。香港社會各
界指出，中央在香港回歸17年來，一直妥善執行《中英
聯合聲明》，並批評陳李二人為達個人政治目的，多次高
調外訪，試圖搭建台階引入外國勢力侵犯中國主權，是賣
國所為，對香港落實普選更「百害而無一利」，兩人所為
定必為港人唾棄。

陳永棋：港普選權非英賜予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政制
發展是中央與香港的事，陳李二人經常跑到外國，不單對
政改毫無幫助，更為政制發展帶來更多不穩定因素。
他強調，香港回歸17年來，中央妥善執行《中英聯合
聲明》，同時一切按照基本法辦事，這一方面令英國也沒
有話可說，而英國政府最近一次提交給國會的「香港半年
報告書」，也對香港的發展給予肯定。
陳永棋又提醒陳李二人，香港討論的普選並非《中英聯
合聲明》賦予的，而是中央在基本法中給予港人的權利，
「香港政改從來是中央與港人之間的事，他們兩個再訪英
做動作都不會有用。」

劉漢銓：倚洋自重必不得逞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批評，陳李二人身為中國人，竟然
為了達到個人的政治理念，主動引入外國勢力侵犯國家主

權，「他們擔心香港民主制度達不到自己的一套，就引入
外國插手向中央施壓，這種所為絕對不是小事，而是涉及
大原則問題，十分錯，十分不明智。」
他並批評，陳方安生曾擔任高官，李柱銘則是資深大律
師，沒可能不明白香港政制事宜屬於中國的內部事務，故
對他倆一次又一次高調訪問外國，搭建台階讓外國干預感
到匪夷所思，「今天的中國，絕不會輕易受外國影響而改
變既有政策及立場。」

劉佩瓊：奉勸二人停止亂港
港區人大代表劉佩瓊直言，陳李二人在香港政改問題上
不斷走訪外國都是徒勞無功，因為香港政制發展是中央與
港人的事務，英國無權插手干預，奉勸二人停止在政改關
鍵時刻「搞亂檔」。

施榮懷：邀英干政居心何在
香港中華廠商會會長施榮懷指出，香港的政改事務是中
國內政，陳李兩人到英國尋求對方干預中國內政，「居心何
在。」他又說，白皮書只是簡單闡述「一國兩制」及基本法
實踐，是將以往曾表述千百次的法理及論據講得更清楚，故
不同意陳李聲稱港人對白皮書有「憂慮」的言論。

陳鑑林：頻求外援必遭唾棄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認為，陳李兩人已非首次跑到
英美去乞求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令人鄙視，尤其

陳方安生是前朝高官，應該自重身份，走到外國去乞求外
國干預，定會被香港市民所唾棄，「她（陳方安生）跑到
外國去唱衰中央以至香港，極不應該。」

王國興：乞憐舊主無異漢奸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批評，陳李向「前朝主人」搖尾乞

憐，高調要求對方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既可悲更可恥，
「他們口口聲聲說代表香港人，但香港人並沒有授權他們
大搖大擺地到外國，要求外國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這與
漢奸所為毫無分別！」

梁美芬：謀私利「影衰」自己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批評，陳方安生聲稱英國是

《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之一，故「有責任」干預香港
的政改事務。不過，陳太身為前朝高官，應該知道聯合聲
明並無提及普選，而基本法已清楚列明規定了香港達至特
首及立法會普選的憲制框架，一切必須按照基本法辦事。
陳太只為一己私利的所為，既「影衰」自己，更不會得到
香港市民的接受。

林大輝：對港普選有害無利
立法會工業（二）議員林大輝強調，香港的政改問題是
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內部事務，外國政府不應「提供意
見」，甚至在旁指手畫腳，又批評陳方安生雖有言論自
由，但其做法對香港落實普選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正身處英國的「香港2020」召集人陳
方安生及李柱銘昨日發表新聞稿，稱

他們在與英國副首相克萊格會面時，簡介
了香港人對於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
的「憂慮」，並引述克萊格「保證」稱，
英國政府會堅決確保《中英聯合聲明》得
以全面落實，又稱他注意到香港市民對
「一國兩制」白皮書的內容和論調「感到
不安」。

陳李出席英公聽會「告洋狀」
克萊格聲言，英國政府會信守前首相

馬卓安的承諾，若中國「違反與英國簽
署關於香港主權移交的國際條約，英國
政府將動員國際社會，循一切法律及其
他途徑跟進」。
陳李兩人在倫敦時間星期三也出席了英
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公聽會，就香港
發展情況發言及回應委員的提問。陳方安
生在會上聲稱，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
明》簽署方，不應只是旁觀者，公然要求
英國介入香港事務，「我們需要英國發
聲，保衛香港的核心價值和生活方式，這
些都是我們跟內地截然不同的。」
昨日，有記者向中國外交部提問：「據報

道，英國副首相克萊格、外交國務大臣斯瓦
爾（港譯施維爾）近日會見了香港反對派李
柱銘和陳方安生。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外交部：英必須消除惡劣影響
發言人洪磊在回應時表示：「自1997年
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在香港取得
了舉世公認的成功。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
政，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以任
何借口插手干涉。英方的做法是對中國內
政的干涉，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他續說：「中方已就此向英方提出嚴正
交涉。中方敦促英方切實尊重中方的立場
和關切，恪守有關承諾，立即停止以任何
方式干涉香港事務，並採取有效措施消除
此事造成的惡劣影響，以實際行動維護中
英關係和兩國合作。」

駐港公署：港事務屬中國內政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在回答記者
會時也指出，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中
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以任何借口
插手干涉。英方的做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
涉，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中方已就此
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中方敦促英方切實
尊重中方的立場和關切，恪守有關承諾，
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

陳方安生李柱銘乞洋援 英副首相說三道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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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中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及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卻到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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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施壓，更出席英國議會外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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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人昨日批評，英方的做法是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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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批陳各界批陳李李「「引狼入室引狼入室」」
■■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洪磊發言人洪磊。。

每逢政改關鍵時刻，香港反對派已有與外部
勢力「裡應外合」的前科，屢次「周遊列國」
唱衰香港，及要求其他國家介入、干預屬於中
國內部事務的特區政改進程，試圖破壞「一國
兩制」的落實，甚至借香港問題試圖干擾、影
響中國的發展。
在今年的政改討論中，香港反對派已不時

「告洋狀」，陳方安生及李柱銘曾於今年 4 月
訪問美國，獲「路過」的美國副總統拜登在美
國白宮高調會見。李柱銘會後稱，拜登「熟
悉」香港最新情況，他向拜登聲稱，香港回歸
後「只落實『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未
落實「真普選」，不算「真正落實『兩制』及
高度自治」。陳方安生則向拜登指「一國兩
制」遭「削弱」，香港核心價值如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和集會自由受「衝擊」。

求美「監督」港事務
兩人當時又與美國參議院及眾議院資深議員

會面，並宣稱獲保證美國國會會「密切關注」
本港的發展情況，及十分關心「一國兩制」原
則逐漸被削弱，和本港部分核心價值如新聞自
由正面對危機。美國國會轄下的「中國問題委
員會」更稱，他們已將香港發展情況列為
「優先關注事項」，並會「持續監察及匯
報」。兩人更要求美國國會重啟 1992通過的
《美國—香港政策法》（US-Hong Kong Poli-
cy Act），「監督」北京對香港
民主許下的承諾，每年對香港
作出評估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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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可以落實特首及立法會「雙
普選」，事實並非《中英聯合聲明》的
內容，而是中央通過基本法所作出的承
諾。

《中英聯合聲明》無普選安排
在1984年12月19日簽訂的《中英聯
合聲明》中，並無特首普選等安排，只
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
成。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
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涉及立法
會的組成，更只有一句：「香港特別行
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
司法權和終審權。」
1990年4月4日，基本法頒布。在第

四十五條中，明確了香港特首可經由普
選產生：「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
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
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
選產生的目標。」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則明確了香港特區

立法會可達至全體議員經由普選產生：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
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
普選產生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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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副首相克萊格與陳方安生、李柱銘會面時，對香港事務說三
道四，公然干涉中國內政。 網上圖片

■陳方安生、李柱銘 (背對鏡頭者) 出席英國議會公聽會「告洋
狀」，要求英國介入香港事務。 網上圖片

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外交部及駐港公署促停止干預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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