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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川）外

交部駐香港公署

負責人前日（24

日）緊急約見德

國駐香港代理總

領事施密特，就

媒體報道德國給

予香港兩名曾參

與旺角暴亂的棄

保潛逃分子提供

「難民庇護」之

事向德方提出嚴

正交涉，表達強

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敦促德方恪

守國際法和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

切實尊重香港的

法 治 和 司 法 獨

立，認清錯誤，

改弦易轍，不得

縱容和包庇犯罪

分子，不得干預

香港事務和中國

內政。

林鄭月娥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被問及歐盟
代表向特區政府發出「外交照會」是否「史無

前例」時指出，在她擔任政務司司長期間，歐盟
各代表亦曾就同性婚姻的問題與她會面，並發出
「照會」，形式與前日的會面一模一樣，「他們也
有領事館的人員來香港，也要我們看看在同性婚
姻方面如何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發出『照會』）
這種(方式)是他們向特區政府表示一個立場。」

歐盟似立場宣示 未聞具體關心點
自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建議
後，香港反對派就分兵到美加歐洲借修例抹黑
「一國兩制」，以至內地的司法制度和法治情
況，而這些國家亦作出了「回應」。林鄭月娥
點出，香港社會在過去三、四個月對修例有很
多爭議，「甚至有很小部分的人士將這些爭議
以『並不全面的方法』去到外國表述，引起很
多外國政府關注。……究竟這些關注在哪裡
呢？最關注的地方跟這小部分人士出訪的地方

『不謀而合』，所以在美國、加拿大、部分歐
洲國家都有一定的關注。」
她透露，在日前與歐盟代表會面時，「我在
會上問，究竟你有什麼實際的關心點呢？你看
到這條法例有什麼問題會令到你的國民或商界
擔心呢？我不知道是因為時間短促還是什麼原
因，我聽不到這些意見。……似乎已經是一個
立場的宣示。這亦是我們在處理這件事時，這
三、四個月的挑戰，很多都是立場的宣示，無
論是政治立場或其他立場，那就失去了一個能
夠具體討論的空間。」

特區海外辦事處 繼續解說釋誤解
林鄭月娥表示，在外地看香港事務，很多時

所掌握的都並非第一手資料，有關的歐盟代表
前日在向她表達對修例的關注時，自己已盡量
再次解說特區政府為何要修例，特別是修例的
內容，無論是在人權保障或在程序的保障都符
合國際標準，「我們有信心在這設計之下，我

們既有人權的保障、制度的保障、有雙重的把
關，是可以釋除很多疑慮。」
她指出，特區政府在海外有13個經貿辦事

處，不斷解說及聽取外國對修例的意見，「我
不會說他們（外國）完全無擔憂，因為經過這
樣廣泛的負面報道，……他們——或是受到某
些人士的影響——有什麼不理解、誤解，這個
解釋工作我們繼續在做。」

修例交大會二讀 仍可聽各界意見
修例建議在6月12日提交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其間
會在繼續解說的同時，聽取各
界的意見和建議，並希望能夠
在修例建議在立法會恢復二讀
時作一個整合的回應，「我們
會繼續聆聽意見、去澄清
誤會，或進一步看看在哪一方
面我們可以做一些措施。」

最「關注」修例之地與一小撮人出訪之地「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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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四出抹黑
聯手外力擾修例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歐盟駐港澳辦事處及歐盟成員國的外交

代表前日與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就香港修訂《逃犯條例》

發出「外交照會」。林鄭月娥昨日不點名批評頻頻赴外國抹黑修例的香

港反對派，直言「有很小部分的人士將這些（涉及修例的）爭議以『並不

全面的方法』去到外國表述，引起很多外國政府關注」，而「最關注的地

方跟這小部分人士出訪的地方『不謀而合』」，並透露日前與其會面的歐

盟代表，並無提到他們具體擔心些什麼，「似乎已經是一個立場的宣

示。」特區政府會繼續向各國解說，「他們──或是受到某些人士的影

響──有什麼不理解、誤解，這個解釋工作我們繼續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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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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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反對派港反對派與與外國勢力外國勢力在在修例問題上修例問題上的的「「互動互動」」
2月中

●反對派雖稱反對修改《逃犯條例》，但
未有明顯舉動

2月底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接受電視訪

問，稱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

或影響美港雙邊協議

3月7日
○香港美國商會聲稱對修例感「憂慮」，

擔心會影響香港國際都會的聲譽

3月11日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聲稱，特區政府
必須要「坦誠交代」何以要「倉促」修
訂《逃犯條例》，又稱唐偉康對香港亮
起紅燈，大家應「正視、關注問題」

3月16日
○歐盟駐港澳辦事處「接受傳媒查詢」時聲

稱，該處「密切關注」香港特區政府保安

局的修例建議，又聲言在「臨時引渡」的

情況下，應有令人滿意的保障措施。

3月18日
●反對派議員趁「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國會代表團到訪立法會抹黑修例

3月19日至30日
●陳方安生聯同「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莫
乃光、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到美國
抹黑修例，先後與「美國國家安全委員
會」開會、獲美國副總統彭斯接見、與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資深總監Mat-
thew Pottinger會面、與「美中經濟與安
全審查委員會」代表會面、於傳統基金會
發表演說等，美方透過三人對修例「表達
關注」，他們則要求美國政界「發聲」云云

3月23日
○歐盟駐港澳辦事處主任卡諾接受電台專

訪時揚言，已就修例對歐洲公民的「影

響」向香港特區政府「表達關注」，包括要

求延長諮詢期，以及諮詢其他已和香港

簽訂長期移交安排的歐盟成員國

3月27日
○英國外相侯俊偉致函前港督彭定康，質

疑修例諮詢過程倉促

3月31日
●反對派發起反修例遊行，反對派頭面人
物李柱銘、「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
靜、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都有現身

4月2日
●陳方安生等人向傳媒總結美國之行，多
次引述美方恐嚇香港的言論，聲言會以
「更強硬態度」關注香港問題，將「更
頻密」就重大事件「發聲」

4月4日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

CC）主席麥考文和國會議員魯比奧發聲明

稱《逃犯條例》若修例成功，會「侵蝕」香港

法治中心和商業中心的聲譽，又稱香港居

民以及在港的外國人，「絕不能被扯入經常

用來踐踏人權的中國內地刑事司法制度中」

○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發表報告，聲

稱「有證據顯示」香港的自治，特別是

法治方面「正受威脅」，憂慮香港在現

實中正邁向一國「1.5」制

4月8日
○英國駐港澳總領事賀恩德已接觸特區政府

高層官員，稱修例可能會影響香港營商信心

4月17日
●涂謹申主持的立法會《2019年逃犯及刑
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
草案》委員會首次會議，其間濫用職權
拉布，令會議後未能選出主席

4月19日
○加拿大全球事務部發言人Guillaume Bérubé

接受加拿大《環球郵報》訪問時，稱十分關注

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修例建議，擔心修例或

會令訪港或居港加拿大人面對「任意拘捕」

4月25日
●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以民主黨國際事務委員
會主席的身份，夥同該黨3名立法會議員林
卓廷、尹兆堅和黃碧雲，及該黨副主席羅健
熙等，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與唐偉康會面，
向對方表達港人對修例的「擔心」

4月25日
○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稱美國和其合作

夥伴會「密切監察」香港修訂《逃犯條

例》，並聲言修例後將允許香港特區政府

應「北京」的要求，轉移逃犯到中國內

地，聲稱「一國兩制」持續「被侵蝕」，將

令香港特殊的國際地位「陷入危機」

4月30日
●法案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涂謹申主持下
仍未能選出主席

5月4日至17日
●李柱銘、公民黨吳靄儀、工黨李卓人、
「香港眾志」羅冠聰等應美國國家安全
委員會邀請訪美。李柱銘在亞洲協會紐
約總部的座談會上，引用美國國會轄下
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報
告，稱中美關係因為貿易戰變得緊張，
林鄭月娥「硬推法案」是「另有目的」

5月7日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發報告

稱，《逃犯條例》的修訂令美國有需要審

視是否鼓勵美國商人來港做生意，甚至

會影響美國《香港政策法》

5月8日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發表報告，

聲稱「一國兩制」正受到「蠶食」，令人憂慮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5月11日
●反對派議員暴力衝擊修訂《逃犯條例》的
法案委員會，令會議無法舉行。

5月13日
○德國政府邀請陳方安生和郭榮鏗訪問。

德國總理府外交政策辦公室總監拜格稱
「不容許任何德國人或香港人被移送到中
國內地受審」；德國聯邦議會副議長羅特
則稱修例「必定會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德國更有可能因此取消
與香港簽訂的移交逃犯協議。

5月16日
○在中美貿易戰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國國

務卿蓬佩奥及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將會見
李柱銘等人。美國國務院其後發聲明，
修訂《逃犯條例》會「威脅香港法治」

5月21日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訪港，與立

法會多名建制及反對派議員閉門會面。據
引述，美方在會上「明確指出」中國「沒有法
治」，並「極度擔心」修訂《逃犯條例》會嚴重
影響美國和香港的雙邊協議和引渡條例，

《香港政策法》亦有機會大大受到影響。
●民陣公佈6月9日再發起反修例遊行

5月22日
○黃台仰及李東昇獲德國庇護的消息傳出。兩

人在接受訪問時更拒談「港獨」，只談修例
5月24日

○歐盟駐港澳辦事處及歐盟成員國的外交
代表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表達對
港府修訂《逃犯條例》的關注及擔憂，並
正式發出「外交照會」

5月25日
○美國8名參眾兩院的跨黨派議員聯署去信

特首林鄭月娥，要求特區政府撤回修例

■ 反對派的「告狀團」日前訪美，獲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看重」，與他們會面。 fb圖片

■ 陳方安生及郭榮鏗5月14日與德國聯邦外
交部次官Niels Annen（右二）會面。

■ 民主黨多名主要成員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
與總領事唐偉康會面，「唱衰」修例。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反對派引「八
國聯軍」害港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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