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住南區的李小姐，昨日與一些
年輕朋友特意請假參與支持修例的活
動。她說，年輕人要站出來支持這些
理性的、做實事的行動，並呼籲大
家保持和平理性。她強調，不希望
香港變成「逃犯天堂」，並相信所有
理性的市民如果清楚了解修例條
文，都會明白政治罪行不會移交，且
大部分商業罪行也不會被移交，又希
望反對派不要繼續以偏概全。
代表南區工商聯總會參加示威的

陳先生是浸信會基督徒。他
說，宗教團體一般不會涉及政
治問題，很多相熟的牧師都表
示自己並未參與「反送中」，認
為有人濫用教會的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天琪

政團譴責美國粗暴干預港事
總領館前抗議 批煽人去暴動 圖建反華基地

暴徒使用武力破壞香
港穩定，邊個最得益？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
雄昨日就在fb發帖，

質疑最大得益者原來係由不斷煽動年
輕人上街嘅「亂港四人幫」之一黎智
英。陸頌雄喺fb上載圖片，顯示在
金鐘暴動後，一間美資金融公司突然
大手買入壹傳媒集團嘅股票，令其股
價暴升超過31%。帖文話：「香港
人宜（）家係咪明白，點解香港會
越來越亂？點解幕後黑手要不斷煽
動？香港越亂邊個最得益？」佢懇求
每一位真正熱愛香港、和平嘅香港
人，「幫手share呢張圖畀你身邊朋
友同屋企人！讓更多人知道真相。」
網民「李永富」在留言中直言：

「好明顯，美國挑起中國貿易戰後，
不能佔上風，現在拿香港人的血來擦
亮他們的美金！」

反 對 派 支 持 者「Andy
Wong」就質疑：「e（）兩日
好×多股票都有升，又唔見
你講其他？中國銀行中銀都
升左（咗）。」陸頌雄fb專頁的
管理員即時打股：「今（昨）日
恒指跌500點呀！壹傳媒何德
何能逆市暴升呀？」
不過，「吳三桂」指：「壹

傳媒將會收費3元1日，
如果有一百萬人交費一個
月便有二千萬收入。」
「Alvin Chow」則引用
傳媒報道指，由於壹傳媒
旗下《蘋果動新聞》計劃
收費，帶動股價連升 5
天。由6月初收報0.177元
計，壹傳媒已累升69%。
誰是誰非？讀者大可自行判

斷。

暴徒步步進逼 肥黎大鱷得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
六宗教領袖座談會昨日
表示，近日，香港社
會因由政府提出，並
交立法會討論修訂
《逃犯條例》引發激
烈爭議，香港宗教界
深表關注，並指宗教
教義均導人為善，主
張不同意見人士和諧共
融，理性地討論修例議

題，呼籲特區政府和市民大
眾以克制、和平的方式尋求解

决之道。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的至誠呼籲

還指出，市民大眾在合法情況下舉行
遊行集會，向政府表達意見的權利，
應予以尊重。又指修訂《逃犯條例》
發展至今，社會出現重大分歧，祈盼
政府與市民大眾在不同的意見當中求
同存異，以真誠態度溝通，相互理
解，達至共識。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成員包括

香港佛教聯合會、天主教香港教區、
孔教學院、中華回教博愛社、香港基
督教協進會和香港道教聯合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在暴徒衝擊金鐘、
中環之際，眾「台獨」分子，包括台灣地區領導人
蔡英文等，紛紛高調為暴徒「打氣」，更趁機抹黑
「一國兩制」。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安峰
山昨日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批評民進黨當局罔顧事
實，顛倒黑白，蓄意詆毀「一國兩制」，破壞兩岸
關係發展，別有用心，也終將失敗。
蔡英文昨日聲稱，香港政府「不願採取理性溝通

的方式，悍然動用橡膠子彈，『開槍』射擊和平抗
議群眾的做法，我感到極度的震驚。同一天，『中
國政府』卻宣稱『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
世矚目的成功』，這實在是『無比諷刺的說
詞』。」她續稱：「香港的無奈，映照出台灣擁有選
擇的可貴。當香港人民的自由，正面臨中國設定的
『一國兩制』陷阱下不斷倒退時，我們更應該堅決守護
住台灣的民主和自由。」
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亦稱，《逃犯條例》修訂

一旦通過實施，會「破壞香港的司法獨立」，也形同
「宣告『一國兩制』模式失敗」，「也會矮化『台灣
主權』，『侵害』台灣人民人權」云云。民進黨「立
委」王定宇威脅稱，修例一旦通過，台灣應盡速處理
將港澳「視為如同中國一般城鎮」，不再適用「香港
澳門關係條例特殊地位」。台灣「太陽花運動」組織
者林飛帆也為暴徒「打氣」，稱港台要「共同對抗
『中國大陸霸權』」。

國台辦批破壞兩岸關係
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昨日在回應提問時指出，關於

遊行和部分參與者在遊行結束以後衝擊香港特區立法
會的情況，香港特區政府已經作出了回應。「我們多次強

調，『一國兩制』是解決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
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
他續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保持了長期的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這是不可
否認的一個客觀事實。
安峰山強調，「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

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聽取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
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民進黨當局罔顧事實，顛倒黑白，蓄意
詆毀「一國兩制」，破壞兩岸關係發展，別有用心，也終將失敗。

專家：「台獨」教衝擊 損「一國兩制」
針對民進黨當局及一眾「台獨」分子紛紛借機抹黑「一國兩

制」，香港中觀研究所所長劉瀾昌在接受中通社訪問時指出，
台灣政治人物之所以推波助瀾，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希望香港
亂，香港亂了就證明「一國兩制」行不通，那麼大陸所提出來
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也就沒有說服力。
從戰略層面原因來看，他認為蔡英文是希望在中美博弈的大

環境下，集合所有因素使大陸在這一場仗中被打敗，之後大陸
就沒有能力、沒有機會，也沒有時間去管台灣的問題。
劉瀾昌認為，台灣政客在香港反修例的過程中不僅扮演着煽

動的角色，或許還有提供一些資金支援。他解釋稱，原來香港
示威者還是強調非暴力的，後來他們學了很多類似台灣「太陽
花運動」的衝擊手段，甚至有香港人士直接赴台灣參加學習衝擊
行動的訓練營，包括如何對付鐵馬等，手把手傳授經驗。
正思香港顧問公司研究總監陳少則表示，除了台灣政治人物的

推波助瀾，更具危害性的是有西方國家可以提供政治庇護。
「這讓之前『佔中』和旺角暴亂之後，通過一系列司法審判所建
立的法律尊嚴和威懾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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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宗教領袖籲理性討論修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川）反對派在6月9日發起反
修例遊行，其後演變成暴力
衝擊，導致多名警員、市民和
記者受傷。
香港亞洲青年協會、高氏港

澳宗親聯誼會日前到灣仔警察
總部慰問受傷警員，祝願各位
警員早日康復，並強烈譴責任
何形式的暴力，促請警方嚴厲
執法，保障市民安居樂業的生
活環境。

多個團體慰問受傷警員

各參與示威的團體代表手持「支持修例，彰顯公義」、「厚
顏無恥，干涉港事」等標語，高呼：「保公義，撐修

例」、「外國勢力，無權干預」等口號，表達對美國不斷散播不
實言論的不滿，更要求「美國佬滾蛋」。

斥美再三抹黑「一國兩制」
民建聯副主席陳學鋒率團「撐修例」。他強調，修例旨在彌補
法律漏洞，讓香港可以依法向其他國家和地區移交逃犯，是維護
香港法治、避免香港成為「逃犯天堂」的必要舉措。美國政府通
過歪曲事實的言論，令一些香港人誤會修例會讓香港「更沒有保
障」，他要求美國立馬停止抹黑。
新社聯代表譴責美國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發表極不負責任言
論，詆毀「一國兩制」。他強調，香港自回歸以來，實行「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香港居民的權利得到
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的充分保障。但美國政府無視事實，對香
港事務說三道四，甚至在港建立「反華基地」，嚴重搞亂香港社
會秩序，其損害特區政府有效施政、破壞「一國兩制」行為幾乎
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
工聯會代表亦強烈抗議美國政府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甚至聲稱

修例會「破壞」香港自治和人權、「侵蝕」香港的「一國兩制」，譴責美
國對草案內容視而不見，就刻意誇大其詞、混淆視聽。
他強調，修例符合聯合國範本，而且有8個「不移交」的保障，
例如「雙重犯罪」、「政治犯」都不會移交，移交的程序中亦充分
保證人權和程序公義。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30多人到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示威，強烈抗
議和譴責美國勢力赤裸裸干預香港內部事務，製造暴力事件，撕裂
社會，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工作人員接收了各團體代表的請願信，但同
時「送上」一封美國國務院發言人Morgan Ortagus於6月10日發
表的「擔心」修例將「破壞」香港高度自治的文件。

自特區政府建議修訂《逃犯條

例》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條例》開始，美國政府就不斷通

過各種危言聳聽的言論抹黑修

例，煽動暴力衝擊，引起香港

各界人士強烈不滿。多個政黨及

團體，包括民建聯、新社聯、工聯會、九龍社團聯會、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等，昨日

赴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門前抗議，強烈譴責美國粗暴干

預香港事務，在港建立「反華基地」，更煽動年輕人「上

街」，並明確表示支持特區政府盡快修例。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天琪

醒目街坊教友：修例有益無害

眾團體美國領事館示威。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天琪攝。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示威香港南區各界聯會示威。。

◀◀工聯會示威並遞交請願信工聯會示威並遞交請願信。。

■■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示威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示威。。

■■民建聯譴責美國勢力干涉港事務民建聯譴責美國勢力干涉港事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天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天琪 攝攝 ■■新社聯抗議美國勢力干涉港事務新社聯抗議美國勢力干涉港事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天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天琪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大批暴
徒在反對派及外國勢力煽動下，昨日在香
港鬧市暴力衝擊。事發前，美國駐港澳總
領事館前日突然在其網頁專頁發出「示威
警示」，「提醒」在港的美國公民應避
免前往示威區。多名政界人士昨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質疑，美國政府在
暴力衝擊前一天就預見到會「出事」，
一是「未卜先知」，二是他們早在幕後
操控是次衝擊，又批評美國政府煽港人
上街，但就呼籲自己國民迴避，證明美
國只顧自己利益，不顧他人死活。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前日發出「示威
警示」，提到昨日早上在金鐘、政府總
部和添馬公園或會有示威行為，提醒國
民避免前往示威區域，倘見到附近有人
聚集或示威，要「提高警覺、保持低
調」，並時刻留意傳媒報道的最新消
息。

批煽港人搞事 居心叵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美國
政府夥拍香港反對派，連日來不斷將是
次針對違反嚴重罪行、正在潛逃的逃犯
的《逃犯條例》修訂，通過各種挑動
情緒、歪曲事實、抹黑、妖魔化的言
論，煽動港人上街，令不少年
輕人受其煽惑而

上街。
他批評，美國政府一方面煽動港人上
街，同時又呼籲國民「錫身」，令人質疑
為何美國會「未卜先知」，預計到一定
有亂子發生，「是否涉及有人幕後操
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表示，自特

區政府提出修訂以來，香港反對派一再
配合外國勢力的指揮棒起舞，就如「八
國聯軍」般向特區政府施壓，最終目的
就是要令香港出亂子，達到圍堵中國的
目的。
她批評，美國一方面煽動港人犯罪，
同時就「提醒」其國民不要去示威區，
證明美國只顧自身利益，實居心叵測。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批評，美國領

事館一方面呼籲國民遠離金鐘一帶，一
方面又煽動暴力、抹黑修例，干預香港
事務，反映美國政府只是從自己利益出
發，擾亂香港社會秩序，將香港作為中

美貿易戰的籌碼，最終只
會損害香港的

利益。

美領館預知出事？
政界質疑「身有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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