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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抹黑修例 助美打貿戰
獲蓬佩奧「看重」沾沾自喜 各界批為私利賣國賣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移交逃
犯是國際共同打擊有組織及跨境犯罪的
共識，聯合國通過決議案制訂了範本，
讓各司法管轄區參考，特區政府的修訂
正正參考了該範本後提出的建議。「大
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席黃永
光昨日表示，台灣、澳門及內地一直沒
有一套移交逃犯的機制，而沒有簽訂長
期移交協議的國家也超過100個。因

此，他支持特區政府修例，以堵塞漏
洞，打擊嚴重罪行、彰顯公義。
黃永光昨日指出，香港目前僅與20個

司法管轄區簽訂了移交逃犯的長期協
定，但隨着世界各地人員往來越來越頻
繁，各種跨境罪案不可避免。「香港的
這一個漏洞很有可能被罪犯所利用，以
逃避刑責。」
他強調，是次《逃犯條例》的修訂，

可進一步彰顯香港法治和自由的核心價
值。「試想，如果不修訂條例，在其他
國家、地區的逃犯利用香港『避難』，
不被遣返，香港的社會安全何以保障？
良好的營商環境何以持續？『購物天
堂』、『旅遊勝地』的美譽又何以保
持？」
黃永光表示，他支持特區政府透過完
善刑事司法協助制度，修訂《逃犯條
例》，以堵塞漏洞，打擊嚴重罪行，並
彰顯公義，使香港不會成為「逃犯天
堂」。

黃永光：修訂參考聯國範本

美國政府是次「高規格」接待「禍港
四人幫」之一的李柱銘，和李卓人、羅
冠聰兩名「過氣議員」，更派出國務卿
蓬佩奧與他們會面，令人懷疑有關人等
何以如此受美國「器重」。翻查資料，

蓬佩奧過去不斷代表特朗普政府試圖遏制中國的發展。
因此，不難明白在中美貿易戰的關鍵時刻，蓬佩奧更需
要李柱銘等人的言論，作為抹黑、遏制中國的「子
彈」。

蓬佩奧一貫針對中國
去年中，蓬佩奧在底特律經濟俱樂部發表講話時，就

用「掠奪性」一詞描述中國的經濟發展，抱怨中國進行
「不公平競爭」，稱美方將採取強硬手段應對。
去年7月底，蓬佩奧在出訪東南亞前於美國商會印太

經濟論壇演講時，宣佈美國將在亞洲新興國家投資1.13
億美元，並聲言要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云
云。他其後接受CNBC訪問時坦承，美國是要為參與
「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提供「替代選項」。
去年9月，在歐盟官員強調應讓世界繼續朝多邊主義

發展時，蓬佩奧重申，美國不會放棄「領導世界」。去
年12月，蓬佩奧在布魯塞爾的演講中稱，美國正尋求
建立一個「新的民主世界秩序」，並將會通過強化或摒
棄有關國際條約阻遏中國等「壞人」，又稱美國在推動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削減對中國等國家的資
助。
今年，蓬佩奧在多個國際場合威脅多國放棄使用中

國企業設備，否則美國將難與有關國家合作云云。上月
12日，蓬佩奧展開對拉美四國的訪問時，更聲言此行
目的之一是「削弱貿易對手中國在拉美日益擴大的影響
力」︰「我認為智利政府和美國政府都有同樣的擔
憂。」被批評破壞中拉關係。

本月8日，蓬佩奧訪問英國時稱，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倡議
「損害各國主權」，美方敦促英方對「一帶一路」保持警惕並發聲
反對。

圖為中美貿戰添籌碼
由此可見，蓬佩奧一直走反華路線，是次「高規格」接待李柱銘
等人，目的已昭然若揭：有關人等非常配合美國政府，在貿戰關鍵
時刻自願出賣香港、獻彈藥讓美國政府攻擊中國，蓬佩奧自然要
「親身出馬」，利用這些所謂「港人代表」抹黑「一國兩制」、唱
衰中國的言論，作為攻擊中國的「子彈」，在中美貿易戰中通過旁
門歪道以增加自己談判的籌碼。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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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修例團」在美國時間14

日與美國國務院國家安全
委員會亞太事務高級主管博明
（Matt Pottinger）和副總統辦公室
亞洲事務特別顧問史拉德（Nicho-
las Snyder）會面，15日則出席美
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舉行
的公開「聽證會」，「闡釋修例之
害」。周四（16日）下午，他們會
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會面。

稱港為「抗中」前沿促叫停修例
在與博明會面時，李柱銘要求白

宮就修例發出「強硬聲明」。團員
李卓人則稱，特區政府是次修例
「威脅世界各國在港公民的安
全」，並勢必削弱香港作為國際城
市的地位，故美國或任何政府叫停
「惡法」有絕對的關連性。
羅冠聰則聲言，「自由香港」是
「抵抗威權中國」的前沿城市，一
旦通過修例，將令香港這「特色」
迅速褪色，民主發展「不進反
退」。
在出席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舉辦
的論壇時，李柱銘聲言，《逃犯條
例》修訂將為香港帶來「禍害」，

希望國際社會「行動」，「向林鄭
政府施壓」，「『中共』終有一天
都要放棄『壓迫』香港，希望與香
港一樣擁抱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國
際社會可以與香港一同抵抗『中共
政府』對港的『壓迫』。」
羅冠聰則聲稱，香港已踏進「政

治壓迫時代」，「僅有的民主、自
由極端脆弱」，故他們希望國際社
會不要忽略香港「面臨威權管治」
的情形，並向中國發出重要訊息，
讓中央政府知道其所作所為，全世
界都看到。
「反對修例團」更沾沾自喜地宣

佈，他們已獲安排與蓬佩奧會面。

立會亂象證可自由表達
立法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代

表、經民聯議員吳永嘉指出，他看
不到在修訂《逃犯條例》後香港的
民主會受到影響。事實上，在處理
《逃犯條例》修訂的過程中，政府
及立法會一直嚴格依法進行，部分
議員通過極端的行為來表達個人的
立場，儘管是不能接受的，但他們
仍能充分運用了自由的空間，故不
存在李柱銘等人所言的「壓迫」。

現在，中美貿易戰處於關鍵時刻，
希望反對派中人不要再出賣港人以
至國家，添煩添亂。

誣衊受「壓迫」誤導國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
反對派經常無理抹黑特首「賣
港」，是為了一己的政治利益顛倒
黑白。事實上，無論是DQ事件或
違法「佔領」者的判刑等，特區政
府一直依法辦事，反對派就誣衊為
「政治壓迫」，更多次走到外國誤
導國際輿論，為外國反華勢力提供

「彈藥」。現在是中美貿易戰關鍵
時刻，反對派赴美唱衰修例，實質
是在配合外國遏制中國的策略，是
在出賣港人以至國家的利益。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反對

派一而再、再而三在國際社會散播
不實訊息，給予外國反華勢力借口
去干預中國內政。有關人等倘真的
關心修例，真的希望能完善法例以
彰顯公義，與其去外國要求對方干
預，不如在議會內認真討論及表達
意見，以理性務實地議政論政，來
代替唱衰、拉布和暴力衝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正當美國政府對中國貨品

無理徵收額外關稅，中國推出反制措施之際，「禍港四人

幫」中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等人組成的「反對修例美加

團」，到美國抹黑「一國兩制」以至中國，要求美方就修訂

《逃犯條例》發出「強硬聲明」。他們聲稱，美國官員對此

「反應正面」，更沾沾自喜地宣佈獲安排與對華強硬的美國

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會面。香港建制派中人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現在正值中美貿易戰關鍵時

刻，這些「香港人」就配合美國政府抹黑中國的策略，出賣

國家、出賣港人利益。
■蓬佩奧作風一貫反華。 路透社網站圖片

■李柱銘、李卓人和羅冠聰等在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聽證
會」上唱衰香港。 CECC直播截圖

■「反對修例團」與博明會面。 李卓人fb圖片

■黃永光 資料圖片

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昨在北京開幕，國家
主席習近平發表主旨演講，提出共建亞洲
命運共同體的4點主張：堅持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堅持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堅持
開放包容、互學互鑒，堅持與時俱進、創
新發展。中國提出尊重多元、開放包容、
互學互鑒、共創和平的文明觀，為正經受
逆全球化困境挑戰的世界，指出了一條充
滿東方智慧的光明大道，獲得了世界的支
持和呼應，這既是對「文明衝突」論的強
力反擊，也是再次宣示中國堅定走自己的
改革開放之路，用行動示範交流互鑒、開
放共贏的創新文明。

近期西方「文明衝突論」、「文明優越
論」等論調又沉渣泛起。不同文明是否有
優劣之分、文明之間是衝突還是對話、是
封閉對抗還是交流互鑒，成為關乎人類命
運前途的方向性選擇。此際召開的亞洲文
明對話大會，及時且具針對性，成為世界
各國文明展開平等對話、相互啟迪、尋求
世界文明新方向的全新舞台。

習主席昨日的主旨演講，明確提出對於
文明的多元，要欣賞尊重。亞洲居住着全
球三分之二的人口，47個國家、1000多個
民族，文化多元而精彩，各種文明共同譜
寫了亞洲文明的發展史詩。習主席提出，
各種文明本沒有衝突，只是要有欣賞所有
文明之美的眼睛。

要尊重文明的多元性，首先要摒棄傲慢
和偏見。西方某些國家、人士宣揚的「文

明優越論」，正是衝突和戰爭的
源頭。歷史多次證

明，「文明優越論」帶來文明的毀滅和人
類的災難。從二次世界大戰，到伊拉克戰
爭、阿富汗戰爭、敘利亞戰爭，造成種族
屠殺，伊拉克的亞述古城、阿富汗的巴米
揚大佛、敘利亞的阿勒頗古城等人類珍貴
文明被毀，都是人類文明的悲劇，世界各
國必須共同努力制止這種悲劇一再重演。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強調：「文明只有姹紫
嫣紅之別，但絕無高低優劣之分。認為自
己的人種和文明高人一等，執意改造甚至
取代其他文明，在認識上是愚蠢的，在做
法上是災難性的！」

對於不同文明應和平共處、百花齊放，中
國更向世界示範開放交流、互學互鑒、發展
共贏的文明創新。東方智慧本來就強調和
合，中國的先人早已通過絲綢之路、茶葉之
路、香料之路開啟文明交流互鑒之路。今
天，「一帶一路」、「兩廊一圈」、「歐亞
經濟聯盟」等更拓展了文明交流互鑒的新途
徑。此次大會，中國宣佈同各國開展亞洲文
化遺產保護行動，實施亞洲經典著作互譯計
劃和亞洲影視交流合作計劃，同各國實施亞
洲旅遊促進計劃等，正是中國示範新時代新
文明觀的務實行動。

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始終在交融互
鑒、兼收並蓄中豐富和發展。對其他文
明，中國歷來主張平等而非傲慢、尊重而
非偏見、交流而非交鋒、包容而非排斥、
和平而非對抗。面對外部挑戰，中國始終
堅持以我為主、繼續改革開放，中國將與
亞洲人民一道，共建和平安寧、共同繁
榮、開放融通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多元文明交流互鑒 中國示範開放共贏
建制派及反對派代表今早會面，商討化解目

前修訂《逃犯條例》的困局。昨日本報社評才
指出，「坐下來談」必須遵照三個原則，協商
才有意義。而三個原則的第一項，就是「停止
『民主霸權』，堅持民主原則」。但看反對派
就會面開出的條件，他們還是頑固堅持自己的
霸權要求，顯示根本無意通過協商解開「死
局」，矢志繼續拉布，千方百計「拖死」修
例。對此，建制派必須堅守恢復議會正常運作
的底線，保持理性的民主風度，有理有利有節
抵制反對派的干擾。

修訂《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會遭反對派暴
力狙擊，造成前所未見的混亂場面，立法會審
議法案的功能被癱瘓。無論有什麼理由，反對
派用暴力手段阻止法案委員會開會，剝奪其他
議員在立法會表達意見的權利，是對議會民
主、程序公義的最大傷害，明顯不得人心。反
對派也明白由他們製造的混亂局面持續下去，
就會產生反效果，勢必受到主流民意和輿論的
批評，因此提出要和建制派「坐下來談」。反
對派擺出的姿態，是試圖給公眾造成並非他們
不講道理的假象，如果建制派不「坐下來
談」，以後再起衝突的責任就要讓建制派承
擔。

但值得注意的是，反對派對會面設下了前
提。反對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提出，反對派的
底線是，承認涂謹申為「合憲、合理、合法的
法案委員會主席」，但若大家認為「有難
度」，可另尋雙方接受的共識，例如「特首永
久擱置有關法案」、「由涂謹申再主持法案委
員會主席選舉」等等。開出這種「唯我獨尊」
的霸權條件，反對派是有意坐下來談、有商有

量的態度嗎？涂謹申身為「最資深議員」，法
案委員會一「開波」就拉布，浪費會議時間，
造成史無前例選不出主席的情況，然後又與反
對派互相配合，自組山寨法案委員會、自選冒
牌正副主席。這樣的會議，反對派竟然要求建
制派確認其合法合憲，豈非要求建制派認同反
對派的無理違法行為？更可笑的是，因建制派
人多，即使選主席勝選，反對派不接受，就只
能由他們接受的人來做主席。反對派提出這些
前設，實在只能用「民主霸權」來形容了。

本報昨日社評指出，「如今反對派提出『坐
下來談』，就必須放下『民主霸權』，回歸民
主原則，首先要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最基本規
則。」但事實是，反對派一方面提出要協商，
另一方面要求建制派只能按他們的要求行事，
根本試圖以霸權條件實現「少數脅迫多數」，
把民主變成他們的蠻橫專斷。反對派不停止這
種「民主霸權」，不遵守民主原則，溝通協商
就沒有基礎。

其實，反對派根本志不在談，而是借協商之
名，企圖把拒絕溝通、破壞和解的責任推到建
制派身上，更以此為由，刺激社會對建制派和
政府的不滿情緒，加劇反修例的政爭對抗。

對於協商，建制派堅守合法合規底線，處之
泰然已足夠。首先法案委員會一切事宜，包括
成立法案委員會、選主席，都必須按議事規
則、內會指引進行，堅持少數服從多數的最基
本民主原則。其次，建制派清楚表明，只想正
常開會，讓法案委員會發揮表達意見、審議法
案的正常功能。只要堅持原則，市民定會看清
楚，是誰蠻不講理、獨裁霸道，借所謂協商
繼續拉布、破壞民主。

反對派不停止「民主霸權」協商不會有任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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