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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會屈「一國兩制」受「削弱」
特區政府外交部促勿干預港事 各界批貼金「雙學三丑」荒謬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日前向國會提交年度報告書，聲稱
觀察到香港回歸20年來，北京政府「干涉」香港的政治和法律事

務，又提到法庭裁定6名瀆誓者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一事，聲言「一國
兩制」變得「愈來愈不明朗」。委員會又引述國際人權組織的言論，
附和稱「香港眾志」黃之鋒、羅冠聰及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的刑期覆
核「帶有政治動機」。
報告書又揚言，美國政府須探討是否需要修改對港政策，包括通過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委員會主席、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更聲
稱，將發動參眾兩院的議員進行聯署，提名因暴力衝擊政總東翼前地
而被判囚的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以及整個違法「佔中」行動，
競逐明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特區政府：「一國兩制」全面成功落實
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指，自回歸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一直嚴格按
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充分體現「一國兩制」得
到全面和成功落實，這已是國際社會有目共睹。發言人又特別提醒，
「外國議會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

外交部駐港公署促停止詆毀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亦以「答記者問」形式作出回應，指
香港回歸20年來，中央政府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方針成功在香港實施，香港的法治水
平亦大幅提升，居民各項權利及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發言人強
調：「我們敦促有關外國機構放棄偏見，尊重事實，停止詆毀香港法
治、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錯誤言行。」

劉國勳批旨在唱衰孤立中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指出，過去的事件已由香港的法庭作出裁
決及處理，美國國會不應該介入香港事務，並認為有關指控的目的在
於抹黑中國，令中國在國際上被孤立。對於美國參議員的諾貝爾和平
獎提名論，劉國勳表示事件顯示出該獎項經已貶值，成為政治工具。

邵家輝批美化罪犯貽誤青年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直斥提名論荒謬，批評違法「佔領」對香港

社會及經濟影響負面，此舉變相鼓勵破壞香港法治。他又認為，把法庭
已宣判違法的人「偶像化」，如同誤導香港年輕人。他續指，美國國會
對本港事務指指點點，其目的顯而易見，敦促美國先顧好自身事務。

陸頌雄：報告純屬顛倒黑白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出，6名反對派分子因辱國、不尊重宣
誓，而被法庭裁定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是牢固「一國兩制」及法
治、維護國家主權的表現，批評報告書不符事實。他說︰「看不到
『佔領』對香港和平有任何作用，『佔領』導致暴力、衝擊等事件發
生，與和平理念背道而馳，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相當荒謬。」

陳恒鑌：內容偏頗政宣伎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狠批美國國會年報偏頗失實，與反對派的

立場完全一致，如同政治宣傳的伎倆。他表示，香港的法庭已就相關
事件作出裁決，美國不應該破壞香港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國會一委員會日前

發表年報，聲言中央政府「干涉」香港的政治和法律事

務，令「一國兩制」受到「削弱」，並建議美國政府檢討

其「對港政策」。該委員會的主席、美國參議員魯比奧更

揚言要提名現正被囚的「雙學三丑」以及整個違法「佔

中」行動，競逐明年諾貝爾和平獎云云。特區政府、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昨日回應，指出回歸以來「一國兩制」

得到成功落實，敦促外國議會不應干涉香港事務。多名立

法會議員批評有關報告書偏頗失實，美國指指點點志在抹

黑中國，他們並批評違法「佔領」與和平理念背道而馳，

提名諾貝爾和平獎的說法實屬荒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足球代表隊前晚主場迎戰老撾的
國際友誼賽，豈料噓國歌的劣行再
現，甚至有球迷背向球場做不文手
勢。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昨日
指出，國歌法已在內地生效，但香
港仍有人作出明顯違反有關法律的
行為，認為香港應盡快進行本地立
法規管。各界人士亦強烈譴責事
件，批評有關行為不尊重國家，亦
不尊重自己，不僅令國家形象受
損，也令香港蒙羞。
饒戈平表示，自由權利不能超脫

法律，批評前晚球場上部分球迷噓
國歌的行為明顯違反國歌法。他認
為，香港應盡快進行本地立法，而

特區政府在立法前應把有關行為記
錄在案，視乎香港法律的具體規定
由特區政府決定是否追究。他並指
出，有關球迷的劣行是明知故犯，
反問香港社會能否容忍這樣的行
為。

陳勇：越政治底線損港形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

會理事長陳勇批評，噓國歌根本就
是不尊重國家，不尊重自己的行
為，只會令國家形象受損，令香港
蒙羞。他續說，香港是自由社會，
任何人都可以表達其政治立場，但
現在某些港人連自己國家的國歌都
噓，不僅超越了表達政治立場的底

線，也令國際社會不再看好香港的
包容和尊重，對香港的國際形象是
個重大打擊。

梁美芬：侮辱行為將違國歌法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表

示，球迷日前噓國歌，明顯是侮辱
行為，相信本地就國歌法立法後是
不被容許。

馬恩國：法律外仍需遏制愚行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

席、大律師馬恩國表示，雖然香港
暫未立法，但不代表可以縱容噓國
歌行為，否則未來立法後可能會令
人輕易墮入法網，因此在立法前需

要以非法律手段遏制這種行為，不
能聽之任之。

洪錦鉉：自相矛盾害港足受罰
民建聯副秘書長、觀塘區議會副

主席洪錦鉉表示，噓國歌行為不但
侮辱國家，也是侮辱自己。
他又表示，港隊是代表中國香港

在國際上比賽，所以香港球迷支持
港隊實際上也是支持中國，在支持
港隊時侮辱國歌是一種「精神分
裂」行為。
他還強調，侮辱國歌行為會連累

港足總被國際足協處罰，對港隊造
成心理壓力，不利港隊在外爭取好
成績。

球迷噓國歌 饒戈平：政府應記錄在案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前晚港隊主
場作賽期間，再有球迷在奏國歌
時發出噓聲，更有球迷作出不文手
勢。多名本港球圈知名人士昨日表
示，這種不尊重球隊及自己的行為
不可取，而隨着本港稍後就落實
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香港足總
會再詳細研究如何處理類似事

件。
足總主席梁孔德表示，他們一直

有呼籲入場球迷自律，但無法控制
球迷的行為。
他認為，前晚噓國歌的情況已經

較早前世界盃外圍賽時有所改善，
相信只是少數人行為。
他說，亞洲足協暫時未有介入，

但現時無法估計亞洲足協會否採取
行動，足總會視乎事態發展再決定
跟進行動。

憂亞洲足協重罰閉門作賽
足總副主席貝鈞奇指出，香港球

迷再次向國歌喝倒彩，今次亞洲足
協可能會懲罰得比較重。
他表示足總不希望發生類似事

件，認為球迷不適宜在球場上以此
方法表達不滿，並呼籲球迷不要作

出不尊重對賽球隊以及自己的行
為。被問及內地經已實施國歌法，
而本港稍後亦會本地立法，貝鈞奇
表示，足總會再詳細研究日後如何
處理類似事件。
曾經做過國際足協紀律委員會委

員的前足總主席康寶駒認為，今次
港隊有機會被罰閉門作賽，如果真
的被罰，或者可以令球迷意識到他
們都會有損失，希望球迷不要再
犯。

球圈名人批不尊重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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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亂中造成多名
工作人員與警員受
傷（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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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等「雙學三丑」曾煽動百餘
人爬越圍欄硬闖政府總部（左
圖），外圍亦有大批示威者與警方
對峙。 資料圖片

隨着人口老化浪潮洶湧而至，長者照顧成為香港
社會重大課題，政府急須解決護理人手不足的問
題。有報道指特首林鄭月娥即將發表的上任後首份
施政報告，將提出研究資助院舍輸入外地護理照顧
員。事實上，人口逐步老化、部分行業勞動力不足
是長期掣肘本港經濟發展和社會服務的核心問題之
一，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型經濟體，理應保持包括勞
務資源在內的人力資源市場適度開放，適度輸入外
勞的政策方向值得肯定。與此同時，在開放過程
中，須做好評估、規劃以趨利避害，應針對不同行
業的情況而對症下藥，在優先保護本地僱員權益的
前提下，恰當運用適度開放人力資源市場的策略，
以維持香港的競爭力。

本港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由來已久，尤其是基層勞
工平均年齡偏大，隨着未來這些基層勞工陸續退
休，情況將持續惡化。但是，本港除了家庭傭工之
外，其他行業要引入外勞限制多多，外勞佔比遠比
新加坡等細小的開放型經濟體少得多。面對市場的
龐大需求，本港勞動力市場應該逐步開放。特首林
鄭月娥在其競選政綱中已明言應有序地輸入外勞，
早前亦主動提及要系統檢視各行業人手不足情況，
若未能透過創新和科技去解決，政府便需與工會、
商界研究具體方法。

事實上，本港部分行業如安老服務業、建造業、
運輸業等，均面臨勞動力不足，理應對症下藥優先
應對。尤其是安老服務業由於面對「高齡海嘯」，
估計到2041年時，65歲以上人口將是去年的2倍
多，85歲以上人口更是去年的3倍。政府早前已多

番提及資助安老院舍人手嚴重短缺1成至1成2，
若不輸入外勞以大幅增加護理人員，不僅改善服務
質素成為空談，甚至會令大量長者出現老無所依的
困境。參考其他細小的開放型經濟體，例如新加坡
和澳門，都有輸入曾接受過護士或護理培訓的外
勞，相關做法值得本港借鑒參考。

誠然，香港社會對輸入外勞一直爭議較大，勞工
團體擔心會搶走本地工人的飯碗和權益。但任何問
題均存在兩個層次，一個是應不應該做的大原則、
大方向問題，另一個是如何做好的執行落實問題。
不可能，也不應該因為擔心事情做不好，而放棄應
該做的大方向，否則就是捨本逐末。輸入外勞當然
應該盡量不影響本地勞工的就業及福利，而要做到
這一點，可以從多方面採取措施。一方面是循序漸
進，先考慮在特定的行業，如人手嚴重不足的安老
護理業輸入少量外勞作為試驗，以觀察市場情況，
待勞工界釋除疑慮後才逐漸增加；另一方面，政府
亦不應視輸入外勞作為唯一選項，須同時加大力度
做好本地護理員培訓，除了吸引本地青年人投身護
理業，亦應加強託兒及支援服務，釋放婦女勞動
力。如此多管齊下應對人手不足，理應可讓各界得
益。

香港人口正迅速老化，有官員以「海嘯」來形容
絕不誇張，勞工短缺問題已明顯影響社會服務、基
建和工商業的發展，政府應通過深入細緻的解釋工
作，消除疑慮，減少阻力，突破障礙，達成共識，
在最急需的行業中適度輸入外勞，以維持香港勞動
力市場的開放性和競爭力。 （相關新聞刊A7版）

輸外勞緩解人力荒 做好規劃趨利避害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近日發表

年報，妄稱香港「一國兩制」受到進一步削弱，
長遠能否繼續存在變得越來越不明朗。上述言論
顯然是缺乏事實根據的荒謬之言。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外
部勢力發表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指手畫腳的評
論，是赤裸裸地干預香港事務，是對中國以及香
港發展利益的嚴重損害，對香港只有禍害毫無益
處。說到底，外部勢力對香港的種種干預，目的
絕不是為香港好，而只是把香港作為對抗中國的
棋子，把香港事務變成抹黑、妖魔化中國的道
具，而這正是他們的國家利益所在。廣大市民有
必要認清這些外部勢力插手香港內部事務的本
質，認清其亂港害港的後果，對外部勢力的干預
堅決說不。

美國上述委員會發表的年報，無端指責中國政
府干涉香港的政治和法律事務，妄稱香港法庭宣
佈六名人士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進一步破壞
「一國兩制」，並侵害了香港在基本法保障下的
自治權云云。這些罔顧事實和相關法律，非常不
負責任的指控，受到了香港特區政府的嚴正批
評。特區政府表示，自回歸以來，香港特別行政
區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充分體現「一國兩制」得到全面和成功
落實，這已是國際社會有目共睹。外國議會不應
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

香港回歸以來，一些外部勢力出於各種各樣目
的，一直企圖以不同方式來插手及干預香港內部

事務，包括以所謂「道義責任」為藉口，或者是
打着「民主」、「人權」、「自由」旗號等等，橫加
干涉；發表所謂涉港報告、對香港事務指手畫
腳；勾結「港獨」分子，為其站台背書。更有一些
極端勢力企圖把香港變成反華反共的「橋頭堡」
和「顏色革命」的「試驗田」。他們的所作所為，對
香港「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帶來負面影響，損
害了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利益；同時，也破壞了香
港社會的和諧穩定，分散了香港集中精力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的注意力，造成巨大的內耗，對香
港廣大市民的福祉是一種嚴重的禍害。

就以三年前發生的大規模違法「佔中」事件為
例。在外部勢力的策動下，香港反對派和激進勢力
在香港中環、旺角等繁華地帶侵佔馬路，堵塞交
通，挑起暴力衝突事件，令法治受衝擊，經濟受影
響，民生受禍害。市民正常的上班、上學均受到嚴
重影響，社會的繁榮穩定以及市民福祉受到了極大
的損害。至於兩年多前的旺角暴亂，更是嚴重破壞
了香港社會的良好對外形象和市民的正常生活。

總之，外部勢力的各種干預，破壞香港的「一
國兩制」，搞亂香港社會的正常秩序，造成的惡
果相當嚴重。國家一再重申，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或指手畫腳，目的
之一就是要維護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確保香港
廣大市民的福祉不受影響。因此，廣大市民有必
要深刻認識到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的危害性，
不僅不要受其謬論所迷惑，還要一起來抵制這些
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市民福祉的言行。

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是禍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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