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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撤獨立關稅 美將損港害己
特首批USCC報告失實 指「戴有色眼鏡」看港與中央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

國國會委任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

員會（ US-China Economic and Se-

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

CC ）日前發表年度報告，再次抹黑

香港被「北京」「嚴重侵蝕」自治及

言論自由，更要求美國商務部檢視是

否將香港視為獨立關稅區云云。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對報告的失實指控感到

遺憾，認為有關委員會是戴上了有色

眼鏡看待香港與中央的關係，並坦言

香港是美國在全球貿易順差最大的經

濟體，若美方提出取消香港的貿易對

待將損人損己。她將與香港美國商會

討論，希望向美國政府表達對是次國

會報告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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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
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在年度
報告中，全盤接收香港反對派對特區政
府以至中央政府的失實指控，更要求美
國商務部審視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的身
份，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日批評，報告
內容偏頗，與香港包括「港獨」分子在
內的反對派歪曲特區政府取締「民族
黨」等事有關，讓這些反華政客以香港
作為中美貿易戰的棋子，裡應外合，損
害中國的利益。

民建聯主席李
慧琼指出，有關報
告明顯是在中美貿
易糾紛這大環境
下，有美國政客千
方百計要遏制中
國，遂以打擊香港
作籌碼，詆毀特區

政府打擊「港獨」、維護「一國兩制」
的做法，甚至抹黑香港參與「一帶一
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落實
「一地兩檢」安排等社會經濟政策和措
施。
她強調，香港特區作為獨立關稅區，

與美國的貿易關係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
礎上，是美國錄得最大順差的貿易夥
伴，倘有美國政客要損害香港的利益，
最終只會損人害己。

指內容偏頗 指控失實
經民聯副主席

林健鋒指出，香港
是全球最自由的經
濟體，也是世貿框
架下的獨立關稅
區，一些別有用心
者提出損人不利己

的建議，「我真係唔知佢哋係無常識，
定係想煽風點火。」
他認為，報告指稱香港的言論自由及

法治「被削弱」，明顯與事實不符。自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直根據基本法落
實「一國兩制」，香港市民依法享有言
論、新聞及出版等自由。他認為外國不
應以任何形式企圖介入香港事務，香港
反對派更不應經常跑到海外「唱衰」香

港。
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黃國健批評，有
關報告的內容偏
頗、指控失實，並
認為外國議會不應
以任何形式干預香
港特區的內部事
務，而報告的提法

更證明美國為「港獨」的幕後黑手。

地位受認可非美施捨
工聯會立法會

議 員 陸 頌 雄 批
評，該報告完全
是政治操作，意
圖抹黑「一國兩
制」及香港。他
強調，特區政府

禁止「民族黨」運作及馬凱事件，完全
是依法辦事，與所謂的言論自由無關，
而是美國政客圖以政治手段在貿易戰透
過香港壓制中國。
他強調，香港以獨立關稅區身份參加

世界經貿組織，受到國際認可，並非美
國的「施捨」，更不是美國的「恩
賜」，又批評香港反對派與這些反華勢
力「一唱一和」，恐嚇香港市民，更損
害港人利益。

立法會金融界議
員陳振英表示，美
方將特區政府處理
危害國家安全行
為，及正當使用出
入境權利的舉措，
視為「法治面臨風
險」，是錯誤的信

息，並不公允，而報告將「佔中」及
「港獨」等非法行為合理化，令人質疑
是想助長有關歪風。
他認為，若美國因為這份偏頗的報

告，改變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甚
或限制輸入高科技產品，實際上將會
是一個雙輸的局面，因為美國將損失
一個發達經濟體的貿易夥伴。他期望
美國要正確評估形勢，不要再採取單
邊主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USCC的
年度報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昨日批評，
報告肆意抹黑中國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無端詆
毀香港民主、自由、法治等狀況，罔顧事實，
充滿偏見，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指罔顧事實 充滿偏見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昨日在答記者

問時批評，這個所謂「委員會」向來戴着有色
眼鏡看中國，相關報告肆意抹黑中國中央政府
對港政策，無端詆毀香港民主、自由、法治等

狀況，罔顧事實，充滿偏見，「我們對此表示
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強調，香港回歸21年來，「一國兩
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中央政府嚴
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廣泛權利
和自由。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容別有用
心的外國機構置喙。「我們奉勸所謂的『委
員會』放下傲慢，摒棄偏見，正視現實，多
做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和增強中美互信、合
作的事。」

外交部駐港公署斥肆意抹黑

反 對 派 近 年 唱 衰 香 港 言 行 記 錄
2016年11月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應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邀
請在美國國會山的訪客中心發表演說

○黃之鋒稱，香港自 1997年回歸以
來，自由空間愈來愈小，「中國政
府」對香港自由的「打壓」已經「違
反了中英聯合聲明」，同時令香港人
民對「強權感到恐懼」，並稱「一國
兩制」已「死」，呼籲美國總統當選
人特朗普「關注」並「支持」香港的
「民主發展」。

2017年5月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香港眾

志」秘書長黃之鋒

○到美國國會就香港落實「一國兩制」
的情況「作證」

○黃之鋒稱，香港的「一國兩制」已變
成「一國1.5制」，目前情況愈來愈
糟，甚至有可能變成「一國一制」，
並呼籲國際社會「加強關注」香港的
民主發展，並稱美國國會1992年通

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已經過時，
又「感謝」美國參議員盧比奧等共同
推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李柱
銘聲稱，「中國」曾經承諾過香港英
治時期的核心價值50年不變，不過才
20年過去，「中國政府」不斷「打
壓」民主，令港人「感到失望」。

2018年5月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黨魁楊岳橋

○到美國「亞洲協會論壇」、美國傳統
基金會演講

○梁家傑稱，「北京」透過不同的方式
「干預」香港事務。國務院發表的「一
國兩制」白皮書、廣深港高鐵「一地
兩檢」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多次就
基本法釋法等事件，令人懷疑「北
京」是否「越來越不尊重」中英聯合
聲明和基本法承諾。楊岳橋稱，若中
央履行承諾，給予港人有「真普
選」，「港獨」就不會出現。

2018年6月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美國國務院發表所謂《香港政策法》
報告，「眾志」時稱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的「一地兩檢」安排以至全國人大
釋法等，已「蠶食」了香港的法治，
要求美國國會加快開展「香港人權民
主法案」的立法程序。

2018年8月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午餐會演講

○陳浩天聲稱，香港在過去21年，在民
主普選道路上沒有寸進，反而愈來愈
接近「中國式獨裁」，反映「中國」
已放棄《中英聯合聲明》，呼籲英國
為其尊嚴和義務，介入並助港人抵抗

「暴行」，又稱美國倘要制裁中國，
就應審視《香港政策法》。

2018年8月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

○去信美國總統特朗普及國會

○陳浩天在信中稱香港已「全面失去自
治權」，要求美國重新審視《美國—
香港政策法1992》，廢除香港獨特
的經濟地位，令香港與「中國」面對
同等關稅等制裁，並廢除香港及「中
國」的世貿成員身份。

2018年10月
○「學生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駒

○向美國駐港領事館遞信

○陳家駒要求美國盡快通過「香港人權
民主法」。

2018年11月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

○訪問歐洲議會

○梁家傑稱「一國兩制」荒腔走板，沒
有照鄧小平承諾般實現；中國正通過
大灣區計劃，「侵蝕」香港獨特的自
由、民主和資本主義體系；呼籲歐洲
議會繼續監察中國實施中英聯合聲明
承諾的情況。

責反對派為美代言「毁長城」

■2017年5月，李柱銘（黃圈）和黃之鋒
（紅圈）在美國國會就香港落實「一國兩
制」的情況「作證」。

■2018年11月，梁家傑（右一）和李柱銘
（左一）在歐洲議會唱衰香港。 資料圖片

■■李慧琼李慧琼

■■林健鋒林健鋒

■■陳振英陳振英

■■陸頌雄陸頌雄

■■黃國健黃國健

■林鄭月娥外訪前主動向傳媒提及美方的有關報告。 資料圖片

USCC在報告中引用了香港反對派對
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的指控，聲

稱香港特區政府取締「香港民族黨」，
是「收窄表達不滿的支持民主人士政治
空間」；廣深港高鐵實施「一地兩檢」
則是「損害香港的司法自治」；DQ反
對派中人參加選舉的資格，則是「壓制
支持民主的政治聲音」云云，內容與香
港反對派抹黑中央政府以至香港特區政
府的言論同出一轍（見表）。
該報告並提出3點「建議」，要求國

會指示美國商務部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
準備公開文件，檢視及評估美國的軍民
兩用技術出口管制政策中，把中國香港
與內地視為兩個不同關稅區的做法是否
合適；與英國、歐盟、台灣的議會中人
接觸，就中國是否恪守基本法進行兩年
一度的檢討，特別是對法治、言論自
由、集會及新聞自由的關注，並在每次
檢討後發表報告等等。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Heather Nauert昨

日亦在社交媒體發文，稱「我們越來越

擔心香港採取的行動會破壞基本自由。
我們呼籲香港和北京都遵守對『一國兩
制』原則的承諾」。

冀美商「關注」港美貿易生變
林鄭月娥昨晚在前往巴布亞新幾內亞

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
正式會議前，主動向傳媒提及有關報
告。她指出，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
國兩制」成功落實，本港持續被評為世
界上最自由經濟體，法治評級名列前
茅，批評報告指控失實，並對此表示遺
憾。她個人認為報告持有「雙重標
準」，是「戴有色眼鏡」看待香港與中
央的關係。
她提到，美國2017年在香港的貿易

順差達345億美元，香港是美國在全球
貿易順差最大的經濟體，在港美國公司
多達1,351間，故美方倘提出取消香港
的貿易對待，可能會損害美國在港的利
益，「損人又損己。」
林鄭月娥強調，貿易應是互相得益，

而非「單方面說好像給了很多好處香
港」，故她將與香港美國商會討論，希
望商會向美國政府表達對是次國會報告
的關注，及表明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
制」，保持到自由、人權方面的良好紀
錄。

張建宗：港自由倒退之說偏頗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被問及該報告

時亦表示，香港是一個真正自由、開
放、透明的地方，世界上難以找到可以
類比的情況，任何批評香港的自由度倒
退的言論，是對香港的認識不足，又或
是偏頗的。事實上，外國很多人包括傳
媒對香港實際認識不足，「很多是出於
誤解，亦有很多真的是有偏頗。」
他相信，報告所載的只是美國國會部
分議員的看法，特區政府會與美國政府
保持緊密溝通，並透過在華盛頓的香港
官員、在港的美國總領事，及未來美國
高層官員訪港時，把握每個機會清清楚
楚傳達有關香港的事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美
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表年度報告
後，香港各反對派議員即時配合，有人
更聲稱特區政府要盡快與美方聯絡，並
向對方承諾「不再破壞『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日形容，這種說話令人遺憾，並直言若
有身居要位的議員在「自毁長城」，對
香港無論是經濟、社會、民生等方面都
非常不利，希望該等議員重新思考自己
是否對得住香港市民。
在報告發表後，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

謹申即時「美國代言人」上身，稱特區
政府不應低估報告的影響力，並稱報告
的措辭和要求可能為香港帶來嚴重的後

果。他會「告知」美國相關委員會審慎
考慮是否採取傷害香港的措施，並建議
特區政府應緊急評估對香港打擊的影
響，並將報告提交中央，讓中央將之連
同近期的中美貿戰一併考慮，全面思考
對策和部署。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聲稱，特區政
府不應和美國爭拗馬凱事件與「褫奪」參
選議員資格等事宜，因為這些都是「事
實」，而應向歐美國家承諾「不再破壞『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

指對各方面「非常不利」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就在fb發帖指：
「到了今天，我們實在應撫心自問，究竟

我們希望『一國兩制』成功還是失敗？如
果希望成功為何要每天自毁長城，令所有
人均認為『一國兩制』是失敗的？如果希
望成功為何不多做些正面和有建設性的工
作？打敗了敵人，卻置自己於死地，是什
麼邏輯、什麼策略、什麼理想？」
林鄭月娥昨晚主動提到，她留意到有

部分「非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竟然叫特
區政府向美國政府承諾「不會再去破壞
『一國兩制』」，「我覺得這種說話令
人遺憾。」
她借用湯家驊的說話指，倘有身居要位

的議員在「自毁長城」，對香港無論是經
濟、社會、民生等方面非常之不利，希望
該等議員重新思考是否對得住香港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