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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騎劫市民福祉的圖謀必然破產

WEN WEI EDITORIAL

越來越緊。各種跡象顯示，反修例勢力已經圖窮
匕見，暴露他們的圖謀關乎香港管治權之爭。反
對派仰仗外部勢力的撐腰，在香港掀起一浪高過
一浪、一波激過一波的社會運動、暴力抗爭，企
圖全面癱瘓政府管治，影響商業、社會運作，逼
政府最終就範、令管治崩潰。有反對派政客已經
毫無顧忌地威脅，要用盡所有的方法，癱瘓政府
工作。
違法「佔中」曾經令香港陷入 79 天無法無天
的半癱瘓狀態，港人深受其害。「佔中」期間也
發生過零星的罷工、罷課。如今反對派欲借反修
例重演「佔中」，重施罷工、罷課、罷市故伎，
再次顯示反對派把民主、公平、自由掛在嘴邊，
其實說一套、做一套，以民主霸權、社會霸權、
政治霸權來謀取他們想要得到的政治權力和利
益。
事態發展至今，修例爭議由法律問題演變成管
治權之爭，政府退無可退，而且中央和 80 多萬
撐修例聯署的主流民意堅定支持修例，政府更應
理直氣壯，迎難而上，如期完成修例。在立法會
審議條例過程中，政府應繼續向全社會耐心解釋
經過兩次調整、作出四方面工作，修例充分保障
人權自由，努力消除部分市民對修例不必要的憂
慮，凝聚支持修例的更強大民意。
對於大多數市民而言，在香港能否保持繁榮安
定安穩的關鍵時刻，更應堅持理性討論，與政府
良性互動，以法論法，實事求是，了解修例堵塞
法律漏洞的初衷，協助政府完善修例，減少爭
拗，抵制各種謊言謠言，不容別有用心的政治行
動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昨日，特首辦和律政司分別收到恐嚇
電話，聲言要特首 24 小時內撤回修訂
《逃犯條例》及下台，否則就有生命之
虞。明目張膽致電恐嚇特首和特區政
府，在香港史無前例，令人震驚，是對
香港法治和管治的極嚴重挑釁，顯示反
對派為阻撓修例已到無法無天、喪心病
狂的地步，香港作為法治社會，絕對不
能忍容。廣大市民支持警方立即嚴正執
法，遏止針對修例的暴力惡行。
昨日的電話恐嚇事件極為嚴重，涉及
特首辦 9 名不同職級的職員都分別收到
電話，律政司亦收到 1 個電話，言辭極
為兇狠，威脅若特首不在 24 小時內撤回
修例及下台，就「燒死她全家」；對律
政司司長則威脅稱「掟汽油彈及殺死她
的丈夫潘樂陶」。雖然本港過往也發生
過官員或議員被恐嚇事件，但直接打電
話到特首辦，恐嚇的目標直指特首和專
責法律事務的律政司司長，則前所未
見。毫無疑問，這是對本港法治的公然
挑戰。
刑事恐嚇是嚴重罪行，絕對無關言論
自由和表達自由，相反是損害人身安全
和言論自由，更何況恐嚇的對象是特首
和律政司司長，對香港社會穩定和法治
嚴明衝擊極大，必須嚴厲譴責，高度警
惕，警方須馬上採取行動，盡快查找拘
捕犯案狂徒。
反修例的暴力事態步步升級，反對派

社評

修訂《逃犯條例》草案今日在立法會恢復二
讀，反對派反修例的行動已經變本加厲，甚至煽
動罷工罷課罷市。反對派不惜騎劫市民福祉、犧
牲公眾利益，逼政府撤回修例，旨在癱瘓管治，
搶奪香港管治權。相信政府在修例的問題上一定
會堅守底線、決不退讓，同時做好解疑釋惑工
作，進一步消除社會上不必要的憂慮；廣大市民
則應保持冷靜，理性討論修例議題，勿受誤導，
更加不要成為衝擊法治、破壞香港安寧的棋子。
隨着修訂《逃犯條例》進入立法會大會審議，
反對派的施壓行動變得更瘋狂。反對派周日煽動
遊行、暴力衝擊，揭開反修例連串抗爭的序幕，
如今更企圖滲透到社會各層面，顯示反對派動用
一切可動用的力量阻礙修例。
民陣一早事先張揚今日包圍立法會；有社工組
織呼籲部分社工，今日集體請假到立法會外，配
合民陣行動；有退休教師發起網上罷課聯署，今
日發起罷課；有巴士公司職工會則在網上發文，
揚言「安全車速行駛」。香港的專業服務在國際
上有口皆碑，關鍵在於社會服務行業以客為先的
專業操守，社工、教師更是令人尊敬的專業，但
竟然有人為了反修例的政治目的，不惜損害自己
提供的服務，不在乎服務對象的感受，把普羅大
眾當作要挾政府的人質，如此不尊重服務對象的
專業人士，實在令人不齒。
反對派和激進勢力為推倒修例，試圖把各行各
業都捲入其中，連老弱婦孺也不放過，全部綑綁
上反修例的「戰車」；美英等外部勢力干
預的力度越來越大，要求特
區政府撤回修例的恐嚇

恐嚇特首喪心病狂 嚴正執法遏止暴力
扮演了推波助瀾、煽風點火的不光彩角
色。回顧修例初期，立法會法案委員會
上月 11 日舉行第三次會議，反對派議員
暴力阻止，並引致多名議員受傷。反對
派議員將暴力抗爭的「爛仔文化」搬入
立法會，而且將暴力行為美化、合理
化，嚴重傷害本港理性議政的議會文
化，對全社會立下極壞的先例。
日前的反修例遊行之後，一批攜帶攻
擊性武器的暴徒衝擊警方防線，製造流
血衝突，正正是反對派將議會暴力與街
頭暴力合流的後果。更令人憤慨的是，
反對派包庇、縱容街頭暴力，對暴徒襲
警的行為不僅不譴責，反而表示「理
解」；對警方維護社會安寧的努力和付
出視若無睹，反而譴責警方濫用武力。
這種顛倒黑白、是非不分的言行，為暴
力「抗爭」火上加油。反對派須為香港
暴力歪風愈演愈烈負上全部責任。
特首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在修例問題
上，保持包容心態，歡迎和尊重港人表
達不同意見，願意繼續就修例解疑釋
惑，釐清誤解。社會各界對修例有任何
意見，只要尊重法治、持理性客觀態
度，就可以正常發表。修例今天在立法
會恢復二讀，不排除有人作無底線抗
爭，相信市民一定會全力支持警方嚴正
執法，確保修例工作依法依規、順
應民意推進。

外交部批美對港事屢發謬論
促外國客觀公正看修例 謹言慎行勿干預中國內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美國繼續為香港反對派製造反
對《逃犯條例》修訂的輿論壓力。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Morgan
Ortagus 在周一的記者會上聲稱，擬議的條例「缺乏程序保
障」，將對香港長久以來對人權、基本自由與民主價值的保障
「構成負面打擊」，又稱關注修訂「或會損害」香港的營商環
境，影響《美國─香港政策法》的實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昨
日強調，中方對美方就特區修例發表不負責任的錯誤言論、對
香港事務不斷說三道四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我們要求
美方客觀公正看待香港特區政府依法修例，謹言慎行，停止以
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一 的 記 者 會 上 ， Morgan
在周Ortagus
聲稱，美國與「許多

港人」同樣關注擬議的逃犯移交
條例「缺乏程序保障」，將「削
弱」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明》
內列明的香港自治權，並對香港
長久以來對人權、基本自由與民
主價值的保障「構成負面打
擊」。

行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
關於香港特區修例的事情，中方已
多次表明立場。香港特區政府已就
修例工作廣泛聽取了社會各界意
見，兩次調整修例草案，對有關建
議作出積極回應。中央政府將繼續
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推進修訂
《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
律協助條例》的工作。

美國務院又危言聳聽

中央續堅定支持修例

她續稱，美國還關注修訂「或會
損害」香港的營商環境，且令居港
或訪港的美國公民蒙受中國「反覆
無常」的引渡制度影響，又引用國
務 卿 蓬 佩 奧 （Mike Pompeo） 會 見
「香港泛民主派領袖」代表團，談
及他們對修例「抱有相當大的保
留」。
Morgan Ortagus 聲言，「一國兩
制」框架不斷「遭受侵蝕」，將導
致香港在國際事務上歷史悠久的
「特殊地位」置於「險地」。路透
社稍後引述國務院官員補充稱，所
謂「特殊地位」即《美國─香港政
策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

他指出，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
得到切實貫徹落實，香港居民享有的
各項權 利 和 自 由 依 法 得 到 充 分 保
障，香港繼續被眾多國際機構評選
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和最具競爭力的
地區之一。
耿爽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
政，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都無權
干預。中方對美方就特區修例發表
不負責任的錯誤言論、對香港事務
不斷說三道四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
反對。「我們要求美方客觀公正看
待香港特區政府依法修例，謹言慎
行，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
和中國內政。」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香港晉江社團總會到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示威，強烈抗議及堅決反對美國政府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福建社聯晉江社總赴美駐港領館抗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福建社團
聯會、香港晉江社團總會 28 名成員昨日到美
國駐港澳總領事館門口遊行，抗議美國干涉
香港特區事務，並表明支持特區政府盡快修
訂《逃犯條例》。
遊行人士在總領事館門口手持寫有「美國
偽善包庇罪犯」、「支持盡快修例、堵塞法
律漏洞」等字句的標語，並高喊 「護法治、
撐修例、保公義」的口號。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蔡建四表示，此
次修例屬香港特區事務，但美國在修例過程
中多次干預，該社團聯會代表 120 萬居港福建

籍鄉親，強烈抗議及譴責美國干涉香港特區
內部事務。
他強調，修訂《逃犯條例》是處理舊法例
的不足和漏洞，將令香港更加安全和繁榮穩
定，該社團聯會堅定支持修例。
香港晉江社團總會社會事務部副部長陳金
鈎表示，社團留意到美國的 Google 網站在技
術上支援反修例遊行者，協助反對派佈置遊
行地點，明顯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行為，反
映美國偽善包庇罪犯。
他強調，香港特區是國家領土的一部分，
國家對香港特區享有完整的主權，不容許任

人大代表譴責美借港
「勒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2019 年
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
條例草案》今日在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反
對派煽動支持者包圍立法會，美國國務院以
至美國香港商會乘時再發聲明，稱修例會
「影響」香港營商環境、「侵蝕」「一國兩
制」。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譴責美國政府唯恐香港不亂，
借香港來「勒索」內地，呼籲市民要看清現
實，不要當「漢奸」。
美國商會會長早泰娜（Tara Joseph）10

中通社

日聲稱，整個社會都對修例有廣泛 「擔
憂」，香港的信譽已達到「風口浪尖」，
又稱修例「損害」外企的營商信心，企圖
以此讓特區政府 「延遲」或「撤回」修
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Morgan Ortagus 亦
稱，「擔心」修例將「破壞」香港的高度
自治云云。

指美國
「搬石頭砸自己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
指出，中國外交部已多次強調，修例是中國

內部事務，不容許外國指指點點。美國不斷
就修例「發聲」，實際上是「搬起石頭砸自
己的腳」，用以前「欺凌」別國的套路，試
圖藉着抹黑修例，讓「混亂」在香港重演，
讓全世界人民看到他們可恥的行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出，美國才是
破壞香港營商環境的「始作俑者」，香港的
獨立關稅區地位並非美國「給」的，而是由
法律保護和世貿組織監管的，修例的草案寫
得很清楚，香港人只要守法，什麼事都不會
發生。

他批評，美國不斷藉修例在香港「搞
事」、散播謠言、用心卑鄙，是故意壓制中
國崛起的伎倆。他續說，美國國務院和商會
發表不實言論、破壞香港、「賊喊捉賊」，
必須受到譴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振彬表示，修例讓香
港避免成為逃犯的「避難天堂」，彰顯了社
會公義，而安定的社會是營商環境最重要的
前提，修例通過後，美國應該對香港人外出
旅遊、升學更有信心。
他批評美國對修例的抹黑實屬別有用心，

何外國勢力插手香港特區內部事務。該社團
希望通過此次抗議行動讓更多香港市民意識
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

「關注組」
譴責干預港事
同日，「抗議美國干預香港事務關注組」
一行約 30 人手舉橫幅，高呼「美國包庇罪犯
可恥」、「保公義、撐修例」、「香港不是
逃犯天堂」等口號，在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門前強烈譴責美國勢力干涉香港特區內部事
務，並將抗議信交予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人
員。

並希望美國商會和國務院能多了解修例的立
法原意和重點，再作出評論，不要偏聽偏
信，應該依據「白紙黑字」的法律作出判
斷。

港人勿做
「漢奸」
助外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俊勇重申，全世界
都在為共同打擊跨境犯罪而努力合作，是
次修例旨在填補香港的法律空白，美國不
斷干預修例，實際上是企圖將香港變成中
美博弈的「主戰場」和壓迫內地的 「棋
子」。
他坦言，美國是藉修例來惡意煽動不滿情
緒，希望大家不要被美國的所謂「道德高地
論」迷惑，不要做「漢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