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毅：絕不坐視霸凌中國公民
時刻關心身在海外同胞安危 全力維護合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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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12月10日，紀念
《世界人權宣言》發表70周年座談
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總書記為座
談會發來賀信。賀信中深刻闡述了
中國共產黨的人權觀。對此，央視
昨日發表快評認為，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進入新時代，對人權事業發展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快評指出，新中國在近70年的
奮進中，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創造了令人驚歎的發展奇跡，在尊
重和保障人權的光輝事業中取得卓
越的成就。我們看到，中國人口平
均預期壽命由解放前的不到35歲

提高到2017年的 76.7歲，改革開
放以來的40年，中國貧困人口減
少了7.4億，建成了世界上規模最
大、覆蓋人口最多的社會保障體
系。今日的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
治建設深入推進，實現了人民當家
作主和社會平等；從加強法制建設
到依法治國再到全面依法治國，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日益完
善，逐步建立了符合國情的人權法
治化保障。
快評認為，十八大以來，「人權

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被確立為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十八

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完善人權司
法保障制度」、十八屆四中全會明
確「加強人權司法保障」的改革方
案……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央不斷推動人權保障的頂層設計，
為堅持中國特色人權發展道路、全
面推進我國人權事業提供了根本遵
循。
快評最後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進入新時代，對人權事業發展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對內，我們一
方面要持續聚焦人民日益增長的美
好生活需要，在推進發展中更加尊
重人權，在實現發展中更好保障人

權；另一方面要加強人權宣傳教
育，提高全社會人權保障意識，促
進依法保障人權理念深入人心。對
外，我們要堅定人權自信，講好中
國人權故事，對那些在國際上攻
擊、抹黑我人權狀況的言論，敢於
發聲亮劍，用事實說話；要努力建
設富有中國特色、具有世界意義的
人權理論體系，真正使中國人權話
語變成世界人權話語，有效引導國
際人權輿論；要秉持平等互信、包
容互鑒、合作共贏精神，致力於完
善全球人權治理，推動構建公平正
義、合理有效的國際人權體系。

堅持中國特色人權發展道路央視
快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據央視

報道，當地時間10日上

午，被加拿大拘押的中國

公民孟晚舟的保釋聽證未

得出結論，法官表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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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國國務委員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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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當地時
間10日上午10點，加拿大不

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重新舉行
對孟晚舟的保釋聽證。當天的聽證
在該法院警戒等級最高的20廳進
行。孟晚舟的丈夫也出現在法庭的
聽眾席上，與他的妻子被一道防護
玻璃隔開。
在法庭外面，有華人群眾舉起標

語，要求釋放孟晚舟。《中國新聞
周刊》報道稱，針對華為公司高管
孟晚舟的第二場保釋聽證會仍然沒
有得出結論，法官決定於11日再舉
行第三場聽證會。

對於第二場聽證會的結果，華為
方面發表聲明稱，「我們將繼續關
注明天的保釋聽證會。我們相信加
拿大和美國的法律體系後續會給出
公正的結論。」

加未及時向華通報拘捕行動
在被問及王毅11日在研討會上有

關中國公民海外安全的言論是否針
對孟晚舟事件時，外交部發言人陸
慷11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
稱，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的演講中
非常明確地表明了中國政府在維護
中國公民合法權利問題上的嚴正立

場和嚴肅態度。這當然是中國政府
在任何情況下的一貫立場，事實上
包括一些具體情況，也包括最近我
們一再向加拿大和美國政府提出交
涉的孟晚舟案子。「我們在該案向
加拿大和美國交涉的過程中表明的
立場和王毅外長闡述的立場是完全
一致的。」
加拿大外交部10日發表聲明稱，

拘捕孟晚舟的當天通報了中方使領
館。但中方表示，中方並沒有在第
一時間得到加拿大政府的通報。在
11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面對
外媒記者關於此案細節的追問，陸
慷明確表示：第一，中加領事協定
明確規定，一旦發生這樣的情況，
加拿大政府有責任和義務毫不延遲
地通知中國駐加拿大使領館。第
二，加拿大政府沒有做到這一點，
中方是從其他渠道了解到有關情
況。第三，中方在掌握情況的第一
時間下，向加拿大政府提出了嚴正
交涉。

孟健康狀況不宜繼續羈押
據《中國新聞周刊》報道，目
前，孟晚舟的律師團隊已向法庭提
交多項證據表明孟晚舟在取保後不

會離開加拿大，將按時出席之後的
聽證。在10日的聽證中，孟晚舟的
代理律師大衛．馬丁傳喚了兩位負
責電子監控設備的開發與運營人
員，證人們明確表示對保釋者進行
電子監控「完全沒有問題」。
報道稱，另一方面，孟晚舟的身

體狀況也不適宜被繼續羈押。大衛
．馬丁已在早前的保釋聽證中提出
孟晚舟患有高血壓等，並在接受治
療。孟晚舟在宣誓證詞中也透露，
她在被捕後曾被送往醫院治療高血
壓。

美可60天內提出引渡要求
對於孟晚舟的保釋問題，西方主

流媒體也早有判斷。第二次聽證開
始前，路透社即援引法律專家的話
稱，法官可能會「決定有條件釋放
孟晚舟，包括接受高科技監視手
段」。
在10日這一場聽證會上，法官

引述他過往的經驗及案件，指引渡
聆訊需時數月甚至數年。他還表
示，「美國政府可以在60天內向
加拿大方面提出引渡要求，因此理
論上引渡可能發生，也可能不會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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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為達政治目的阻合作害人害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在北
京的例行記者會上說，我們一向
主張，世界各國應當在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基礎上促進相互之
間的貿易和投資合作。以各種莫
須有的理由，甚至是出於政治目
的為相互間投資合作設置障礙，
坦率講，到頭來只會害人害己，
肯定對自身不利。
有記者問：據報道，日本三大
手機運營商基本決定，將中國產
品從通訊設備中排除。日本總務
大臣表示，希望日本運營商加強

確保網絡安全的措施。中方對此
有何評論？
陸慷回應稱，我們注意到，日

方頒佈有關文件後，日本內閣官
房長官菅義偉先生對外作過一個
明確表態。我想在此強調，我們
一向主張，世界各國應當在相互
尊重、平等互利基礎上促進相互
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合作。以各種
莫須有的理由，甚至是出於政治
目的為相互間投資合作設置障
礙，坦率講，到頭來只會害人害
己，肯定對自身不利。我們希望
有關國家都能在這個問題上着眼

長遠利益，採取一種既對國際社
會負責任，也對自己負責任的態
度。

籲美客觀看待中國人權
美國駐華大使布蘭斯塔德日前發

表聲明，一方面承認中國在許多領
域取得了發展進步，包括使數億人
口擺脫貧困；另一方面又稱不認同
各國有自己的人權標準，並對中國
人權狀況進行無端指責。對此，陸
慷指出，帶着偏見無法準確認識他
國並與其增進互信，希望美方客觀
看待。

陸慷表示，希望美方人士也能
認真、客觀看待中國人民自己選
擇的發展道路和促進人權事業的
途徑，帶着偏見是無法準確認識
其他國家並且增進互信的。陸慷
強調，認為自己的標準是「放之
四海而皆準」，這是盲目的且已
經在世界許多地方證明是失敗
的，拿所謂人權問題服務於自己
的一己政治目的更是不道德的。
陸慷同時指出，中方對在相互

尊重的基礎上同其他國家開展人
權領域的對話與交流，向來都持
開放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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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司法部
文件早前披露，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持有3
本香港特區護照，但未有說明是否同時有
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晨在出席
行政會議前表示，經香港入境處覆檢後，證
實孟晚舟只持有一本有效的特區護照。就是
次罕有評論個案，她解釋，特區政府擔心一
些別有用心者會利用是次事件作不必要的政
治炒作，影響了特區護照在國際社會上的認
受性，將帶來嚴重後果，故必須公開澄清，
以保障全港市民的利益。
林鄭月娥在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入境處

覆檢了孟晚舟的檔案後，證實對方在取得香
港永久居民身份後，曾多次申請香港特區護
照，而每一次申請的理由均屬於特區政府可
以接受的特定理由，包括護照損壞及其個人
資料有改變等，發證程序符合特區政府現行
的政策。
她強調說：「每一次當她獲發一個新護照
時，舊的特區護照都是註銷的。換句話說，
她在任何一個時候，只持有一本有效的特區
護照。」

兩護照出入境時有發生
就孟晚舟有時用兩本護照出入境，林鄭月娥

表示，類似的情況時有出現，就是一名成功申
領新護照者，其舊護照可能仍有某個國家的有
效簽證。為了無須重新申請簽證，護照持有人
可能會在入境時使用新申領的、有效的香港特
區護照入境，但同時持有一個內裡有有效簽
證、但已經註銷、無效的香港特區護照。
她說：「本人有一段時間亦是這樣，因為我
有一個美國簽證，大家都知道向美國取簽證很
費時，所以我亦是用這個方法入境，美國當局
亦接受這種做法。」

防別有用心者政治炒作
林鄭月娥還解釋，她是次「稍為偏離」慣常

不評論個案的做法，是恐怕有一些別有用心者
會利用是次事件作不必要的政治炒作，影響特
區護照在國際社會的認受性，引起嚴重後果。
身為行政長官，她有責任保護、維護香港市民
的利益。
「今天這個特區護照廣泛受到國際社會認

同，有超過160個國家及地區給我們免簽證入
境的優待。如果稍微對這本特區護照有懷疑、
對我們入境處簽發護照有懷疑，便會影響數百
萬人出外旅遊，因此我必須作出有關澄清。」
她說。
林鄭月娥強調，是次澄清已經作出了很審慎

的平衡，希望可釋除部分人的疑慮，維護特區
護照的公信力，而在一般情況下，特區政府不
公開評論及透露個案詳情的原則不會因是次事
件而改變，「往後如果有一些個人，大家不可
以期望我們每次都翻查他的個案，向大家交代
這位人士是在什麼情形下，如何取得護照，因
為這樣恐怕會有點侵犯個人私隱。」

林
鄭
：
孟
晚
舟
僅
持
一
本
有
效
特
區
護
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壯）華為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
孟晚舟正被加拿大拘押，香港多個民間團體昨日分別到美
國駐港總領事館及加拿大駐港總領事館請願，抗議譴責美
方和加方無理拘押，並要求美加立即釋放孟晚舟，恢復其
人身自由。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近20人昨晨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抗

議。他們手持橫額，並高呼「強烈譴責，侵犯人權」、
「美帝霸權，無理扣留」等口號，譴責美國政府無理指控
中國公民孟晚舟，並要求美方立即釋放孟晚舟。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社會事務委員會約20名成員在中環交

易廣場集合，再遊行至加拿大駐港總領事館示威和遞交請
願信。他們在聲明表示，加拿大政府無理拘押中國公民，
事件性質惡劣，是對中加關係的嚴重傷害，更助長了美國
單邊的霸道行徑，與加拿大主張的民主、自由、人權、法
治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他們表明支持中國外交部立場，要
求加拿大政府妥善地處理，並人道對待和立即無條件釋放
孟晚舟。

港社團遊行聲援孟晚舟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近20人昨晨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