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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嚴正交涉 促美勿干預港事
樂玉成緊急召見美駐華臨時代辦 表示強烈不滿

美國政府多次就《逃犯條例》
修訂發表不實言論。上月15

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國務院會
見由「禍港四人幫」之一、民主黨
創黨主席李柱銘帶領的反對修例代
表團，稱《逃犯條例》的修訂將
「威脅到香港的法治」。
上周六，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聲
稱，修例會「持續侵蝕香港的『一
國兩制』框架，威脅香港在國際事
務中『長期建立的特殊地位』」。
周一，美國國務院再發表聲明，

稱中國的司法制度「反覆無常」，
更聲言修例一旦通過，將「不斷侵
蝕『一國兩制』框架」，令香港
「在國際事務長期存在的特殊地位
面臨風險」。
樂玉成昨日緊急召見傅德恩，就
美方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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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負責任言行提出嚴正
交涉。
樂玉成指出，香港是中國的香
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
任何外部勢力插手置喙。近來美方
一些高級官員頻頻就特區政府推進
修例說三道四，橫加干預，中方對
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我們敦
促美方客觀公正看待香港特區政府
依法修例，切實尊重特區政府正常
的立法進程，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
干預香港事務，不做任何損害香港
繁榮穩定的事。中方將視美方行動
作出進一步反應。」

劉曉明：港修例被歪曲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當地時間
13日接受BBC世界新聞（World
News）主持人露西．霍金斯直播
專訪時表示，香港特區政府提出修
例一事已被歪曲了，有「對香港滿
懷敵意的」外部勢力懷着不可告
人、別有用心的目的，人們有理由
質疑其背後的動機。
他重申，中國在人權保護方面取

得巨大進步，並努力建設一個健全
的法律體系。他認為在背後挑起事
端的勢力，不光企圖詆毀香港政
府，同時也想詆毀中國的司法體
系，並提醒除了走上街頭的人以
外，不應忽視逾80萬人聯署表達
支持修訂的聲音，也不應忘記「沉
默的大多數」。
劉曉明強調，中國人民認為，香

港特區政府修例是正確的行動，香
港特區政府正在努力採取措施使香
港成為「正義天堂」，而不是「避
罪天堂」。這將為香港繁榮發展提
供保障，中國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
港特區政府。

耿爽：中央堅定挺修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被問及中方近日多次
強調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有何根據」時批評，近來一些西
方國家就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修例
頻頻發表不負責任的錯誤言論，對
香港事務說三道四、指手畫腳。一
些西方政客公然為反中亂港分子撐
腰打氣。一些國家駐香港的總領館
不顧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多次發表錯誤言論，煽風點火、推
波助瀾。「我想，這些事實大家都
看得清清楚楚。」
他強調，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

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
國家、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預。我
想正告有關國家和一些人，中方堅
持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
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
益的決心和意志也堅定不移。任何
妄想在香港製造混亂、破壞香港繁
榮穩定的圖謀，都必然遭到包括廣
大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
堅決反對，既不得人心，也不會得
逞。
耿爽還重申，中國中央政府堅定

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推進修訂「兩個
條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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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
就有美國國會議員重提所謂《香港
人權及民主法案》，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奉勸
美方有關人士尊重基本事實，摒棄
傲慢和偏見，收回企圖干預香港事
務的黑手，放棄企圖搞亂香港的妄
想，停止推動審議有關議案，停止
干涉中國內政，多做有利於中美互
信與合作的事。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
mission on China，CECC）主席
麥高文（James McGovern）、共
同主席魯比奧（Marco Rubio）、
眾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日
前更聯合提出所謂《香港人權及民
主法案》。
該法案要求美國政府每年檢討香
港「自治」情況，並容許美國當局
限制「破壞香港人權和自由」的香
港特區或內地官員入境美國，以至
凍結其在美國的資產，至今獲得美
國國會10名跨黨派參眾議員聯署
支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回應美國國會議員提出
的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時
批評，部分美國國會議員重提有關
涉港議案，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
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港繁榮穩定符美方利益
他強調，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

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外國
無權干涉。香港回歸以來，「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方針得到了切實有效的貫徹落實，
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都
依法得到了充分保障，這是任何不
帶偏見的人所公認的客觀事實。
耿爽指出，美國是香港主要貿易

夥伴之一，香港的繁榮穩定符合美
國的利益，搞亂香港對美國沒有任
何好處。
中方奉勸美方有關人士尊重基本

事實，摒棄傲慢和偏見，收回企圖
干預香港事務的黑手，放棄企圖搞
亂香港的妄想，停止推動審議有關
議案，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多做有
利於中美互信與合作的事。
他並強調，中方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決心和意志堅定
不移，「我們不懼怕任何威脅和恫
嚇。任何妄想在香港製造混亂、破
壞香港繁榮穩定的圖謀都必將遭到
包括廣大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
人民的反對，既不得人心，也不會
得逞。」

耿爽促美議員棄亂港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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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批反華政客其心可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國會兩
黨部分議員向參眾兩院提交所謂《香港人權及
民主法案》，威脅要「封殺」特區政府官員以
至建制派中人。多名政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強調，修訂《逃犯條例》是香港
特區的內部事務，外國反華政客頻頻干預，為
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罔顧此舉將損害香港的
繁榮穩定，其心可誅。

葛珮帆：乘亂抹黑「一國兩制」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所謂《香港人

權及民主法案》並非新事物，反對派中人，特別

是「香港眾志」就一直乞求美國國會推出類似的
法案。是次一批反華美國國會議員美其名曰「支
持本港民主發展」，實質和香港反對派中人合謀
「趁火打劫」，抹黑「一國兩制」，並通過外交
手段向香港特區政府施加壓力，損害本港穩定繁
榮，為的是打壓中國的發展，其心可誅。

何啟明：陰招威脅港官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美國又再

「施展長臂」，干涉中國的內政，而有關法案
是要威脅香港特區政府官員，目的並非「維護
自由和公義」，而是作為牟取美國本土利益的

手段，令人遺憾，香港市民更需要有所警惕。

顏汶羽：圖將港當籌碼脅中國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美國國會議員是次

推動有關的法案，並非為了保護自己公民的利
益，而是威脅要損害香港的經貿地位，是企圖將
香港當成中美貿易戰的籌碼，以威脅中國。
他強調，修例旨在堵塞法律漏洞，保障香

港社會安全，完全是香港特區本身的事務，
美國不應借勢指手畫腳，火上澆油，而是應
呼籲各界保持冷靜及克制，讓香港可以恢復
文明、理性的議政風氣。

中國駐聯國代表：
修例免港成「避罪天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據
新華社報道，新任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
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陳
旭，13日應聯合國日內瓦記者協會邀
請，在日內瓦向各國記者介紹中國發展
情況並就有關問題進行回答。
在回答有關香港特區政府擬修訂

《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
協助條例》問題時，他表示，中國中
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修訂相關條例，以打擊犯罪，維護法
治，避免香港成為「避罪天堂」。香
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國家、組
織和個人都無權干預。

環時社評：美「標題黨」政客圖亂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6．

12」金鐘暴動之後，一些西方主要領導人以及
激進的議員和政客紛紛發聲。《環球時報》昨
日發表社評指出，這是赤裸裸的煽動，「那些
美國的議員們讓我們看到該國政治精英們幸災
樂禍、巴不得有失去控制的街頭暴力政治運動
把香港徹底搞亂搞動盪的陰暗心理。」
這篇題為《煽動香港事情的美政客太像標

題黨了》的社評指出，美國一些極端政客很像
是圍繞中國問題粗暴的「標題黨」，無知、私
心還有惡意混雜在一起，但就是缺道德和良
知。他們憑藉手中的輿論權力，通過似是而非
的編纂進行歪曲、誣陷，常常能夠蒙蔽很多公
眾。普通的標題黨能搞亂輿論場的一角，而美
國的議員們幹的是影響大得多的作惡。
社評指出，星期三在香港金鐘，示威者使
用了暴力，用鐵馬、磚頭等襲警，衝擊立法

會。社評反問：換在西方任何國家，能縱容這
樣的行為嗎？在西方所有政治人物的發言中，
我們沒有看到一句對示威者使用暴力手段的批
評，美國議員們反而鼓吹那些有襲警表現的示
威者展現了「勇敢」，宣稱自己「被感動」。
如果事情發生在他們的國家，他們會這樣說
嗎？
社評分析，那些美國議員大概有兩種人，

一種是不了解香港這次對《逃犯條例》的修訂
細節，人云亦云，反正罵中國在美國如今屬於
「政治正確」，罵錯了也沒風險。
另一種人很可能知道修訂案明確規定只可

移交（引渡）犯下內地和香港法律都認定為重
罪的逃犯，且只有在香港法院和特首雙重同意
的情況下這種移交才能執行。但他們故意裝糊
塗，就是要用貼標籤的方式混淆視聽，從外部
搞操弄和煽動。

■■耿爽耿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青年民建
聯以及多個地區團體昨日到美國駐港澳總
領事館示威，譴責美國勢力插手香港事
務，煽動本港青年反對修訂《逃犯條
例》。團體批評，美國當局煽動青年人，
成為他們的政治工具和籌碼，對此深感不
滿，並呼籲年輕人要多角度思考，明確了
解條例細節，不要被有心人利用。

施永泰：歪曲修例合法正當性
青年民建聯主席施永泰昨日批評，美國

當局近期不斷發表偏頗及誤導性言論，歪
曲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的合法性及正當
性，干預香港事務，更令香港年輕人產生

誤解，在受到煽動下參與違法活動，令他
們身犯險境，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因觸
犯法例而影響前途，抱憾終身。
他直指，美國當局的言行實在有負國際

社會對其應負的國際責任及義務的期望。
青年民建聯嚴正要求，美國當局立刻停止
作出任何不實言論，及以任何方式干涉香
港事務。
屯門反暴力聯盟、沙田各界大聯盟逾

50 人昨日下午亦到美國駐港澳總領事
館，譴責美國插手香港事務，並在修例問
題上影響和誤導香港市民，令部分人誤信
讒言，因而對修例理解錯誤。
屯門區議員葉文斌表示，不少街坊非常

擔心香港狀況，更對煽動暴力者感到非常
憤怒。在暴動現場，就有不少懷疑為美國
情報人員在指揮，還有不同物資由「有心
人」運送過去，有理由懷疑行動是有指
揮、有組織的。
他續說，不少街坊擔心暴力會蔓延，希

望大家聽見反對暴力的聲音，亦希望政府
能夠修例，移交匿藏在香港的逃犯，維持
香港治安。
沙田各界大聯盟發言人葉俊遠表示，希

望特區政府盡快通過《逃犯條例》修訂，
讓台灣殺人案疑犯接受審訊，又要求外國
駐港領事和外國政府不要再就修例作出經
濟方面的威脅，阻礙彰顯公義。

■青年民建聯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示威，譴責美國勢力插手香港事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沙田各界大聯盟及屯門反暴力聯盟抗議美國粗暴介入香港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