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杜思文杜思文））在特在特

區政府修訂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逃犯條例》》一事上一事上，，香港香港

反對派和美國及其盟友裡應外合反對派和美國及其盟友裡應外合，，在中在中

美貿易戰問題上為美美貿易戰問題上為美

方提供彈藥方提供彈藥。。傳統反對派和傳統反對派和「「港港

獨獨」」分子企圖在即將舉行的分子企圖在即將舉行的GG2020峰會前峰會前，，舉舉

行所謂行所謂「「GG2020 Free Hong KongFree Hong Kong 集會集會」，」，

「「再度與香港人集結再度與香港人集結，，在國際壓力上再給予林在國際壓力上再給予林

鄭月娥重重一擊鄭月娥重重一擊。」「。」「港獨港獨」」分子則在白宮網分子則在白宮網

站發起站發起「「聯署聯署」，「」，「乞求乞求」」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總統特朗普「「解解

放香港放香港」。」。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在接受香港文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批評匯報訪問時批評，，香港反對派為達到自己政治目香港反對派為達到自己政治目

的已經的已經「「喪心病狂喪心病狂」，」，但相信國家領導人有足夠的但相信國家領導人有足夠的

智慧和信心妥善處理智慧和信心妥善處理，，不會讓反對派的不會讓反對派的「「小動作小動作」」

成為外國成為外國「「威脅威脅」」國家的籌碼國家的籌碼。。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
稱，特朗普在出席G20峰會
時，會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談及」香港最近「大型示
威」的情況。這讓反對派抓到
了「救命稻草」，光速轉場。
原先聲稱下月1日才舉行反修

例示威的民陣，看準了G20峰會
的「影響力」，稱將於28日舉行
「G20 Free Hong Kong集會」，
又聲稱暫緩修例會讓條例草案「死
灰復燃」，所以要「再度與香港人
集結，在國際壓力上再給予林鄭月
娥重重一擊」云云。有「港獨」分
子則在白宮網站發起「聯署」，
「乞求」特朗普「解放香港」。

吳秋北：搞「顏色革命」禍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

秋北批評，找美國「解放」香港是「喪
心病狂」的做法，危害香港市民的利
益，必須強烈譴責。
他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反對

派的做法已經威脅到了國家安全，「市
民都要看清楚，他們不是為了什麼條例，
而是不斷『搬龍門』，來阻撓香港的發
展，甚至搞『顏色革命』，達到顛覆香港
管治的目的。」
吳秋北狠批，反對派「挾持」香港青

年，每次活動都讓年輕人衝在最前，妄圖製
造流血事件，因此特區政府只能以最大的耐
性妥善處理，希望大多數市民都可以看清現

實，並且給予政府充分支持。
他強調，在國際關係方面，

國家的立場亦非常鮮明，不可
能被這些所謂「關心」和「插
手」來威脅，因此在G20談判
上，香港亦不可能作為籌碼。

陳勇：通美賣國自取滅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
主席陳勇說，美國總統是美國人選
的，而所有國家都會將自己國家利
益擺在第一位的，企圖讓美國維護
香港的利益，完全是「與虎謀
皮」。
他批評，那些「乞求」美國或其他

境外力量為自己國家「主持大局」、
搞「顏色革命」的人，最終都把自己
的國家搞到國破家亡，被利用完後
「連渣都不剩」。

馬逢國：為求私利害國可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體育、演

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強調，民
陣聯同「港獨」分子要特朗普「解放」
香港、借G20和美國來向特區政府施壓、
讓中央政府尷尬，一定不會起到作用，只
會讓他們自暴其醜。
他強調，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外國無
權插手，就算反對派幼稚的行為真的成為
G20中美領導人會晤時美國的「籌碼」，相
信國家領導人亦有足夠的智慧和信心妥善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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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民喪心病狂 乞美「解放香港」
狂言要白宮狂言要白宮「「重擊特首重擊特首」」圖借圖借GG2020讓中央尷尬讓中央尷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港獨」勾結
「台獨」和其他分裂主義，企圖煽動「五獨亂
華」。「港獨」分子陳浩天煽動港人去大阪趁
G20示威，企圖將香港「帶入G20的
話題」。「香港眾志」前主席羅冠
聰則到台灣唱衰「一國兩制」來煽
動「台獨」。香港政界人士痛斥
「港獨」分子「無所不用其
極」，「串聯」境外組織，
更「戴定頭盔」拉學生當
「炮灰」，呼籲年輕人看清
行動目的，與「港獨」劃清界
線。
被特區政府取締的「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黨」前召集人陳
浩天近日在facebook發出「邀請函」，聲稱有意在28日、29
日，即G20期間去大阪參加所謂「Protests against China」示
威的人可聯絡他，又「戴定頭盔」稱自己並非組織者，而是
「自由印太聯盟」希望更多港人參加，而且「叫什麼口號、
舉什麼牌就由參加者自己決定」，更無恥地直接向網友乞討
「機票贊助」。
羅冠聰則用「親身經歷」煽動「台獨」，赴台散播「白色
恐怖」。他聲言，百萬人上街才能換來「暫緩修例」，又
稱「一國兩制」完全不能被信任云云。「講大話」稱，內
地正利用台灣的「言論自由」，隨時隨地在台進行「統
戰」，「奉勸」台灣要警惕。

政界批煽人做炮灰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批評，「『港獨』是死路一條
的！」「港獨」分子與「分裂勢力」相互勾結，沒有代
表性，但是影響了香港的國際形象，分裂祖國一定會受
到批評和譴責，「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不可能讓外
部插手，而且G20峰會所涉及的國際貿易問題，中央
都會有相應的對外政策，大家不需要擔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指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反送中」作為整個「運動」的口號，本身已
經隱藏了「獨」的內涵，推翻國家管制的目的非常
明確，但這並不是大多數人參與這場行動的目的。
他坦言：「不排除外國勢力嘗試藉助『反修例』
來插手中國的內部事務，甚至為此提供『資助』，

否則年輕人不會用自己本來就不是很充裕的資源來做這些
事，希望年輕人能多方面考慮，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要
人云亦云。」

籲年輕人警覺勿遭利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直斥「港獨」分
子為了分裂國家而「無所不用其極」，自己不敢擔當，還
慫恿不清楚情況的學生來當「炮灰」，非常可恥。
他續說，「反修例」只不過是「港獨」分子的藉口，

政府已經暫緩修例，他們已經沒有反對的「對象」，所
以必須要趁着修例的「風波」，將矛盾和「能量」轉
移，配合「疆獨」、「藏獨」等勢力，以牽制國家。
「獨派」勢力與其他「獨派」搞「串聯」也不是今時
今日的事，呼籲市民千萬不要跟去大阪。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強調，「一國兩制」下，
香港獲得良好的發展，「港獨」分子明目張膽地與
國際「分裂」分子勾結、搞亂國家，就是與全國人
民為敵，一定不會有好下場，奉勸他們「回頭是
岸」。
他強調，香港市民應該絕對反對「港獨」、「台
獨」、「疆獨」這些分裂國家的勢力，一定要與他們
斷絕來往，政府也要盡量對「港獨」分子予以制裁。
他呼籲法律界、教育界等界別和組織在接觸年輕
人時，都要提點他們，不要受「港獨」的毒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直言，香港是中國
的一部分，修例可以討論，但「港獨」是不可觸
及的紅線，而這次「港獨」、「台獨」等「分裂勢
力」沆瀣一氣去大阪「搞事」，是完全漠視香港
和國家的利益、「唯恐天下不亂」的行為。
他強調，香港正是因為國家的支持才能如
此繁榮，「港獨」勾結「台獨」，只能讓香
港「越來越衰」，並批評「港獨」分子鼠目
寸光，會受到國際上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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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
示威者前晚包圍警總，其間挑釁
前線警員，幸警員保持克制，
未有發生不愉快事件。立法會
前主席曾鈺成昨日指出，示威
者的包圍令警隊無法運作，受
害的最終將會是普羅市民，
而示威者行為一旦過於激
進，民意就會逆轉，呼籲示
威者以和平理性方式表達訴
求。
前晚包圍警總的示威
者，聲言要特區政府「撤
回」《逃犯條例》的修
訂，曾鈺成昨日在出席一
公開活動後向記者表
示，是次修例的原意是
正確，亦不會影響香港
人的自由或權利，倘政
府「撤回」，就等同承
認修例是壞事，屆時

將難以向支持修例的市民交代，「如果
你家要政府講話『我要撤回』，咪即
係承認呢個立法本身就係一件壞事、一
件錯事呢？」
他直言，根據他的研判，絕大多數參

與過去兩次大遊行市民的訴求，都是要
求政府不要再處理《逃犯條例》，「呢
件事已經實現了。」至於要求官員下台
及釋放所有在「6．12事件」中被捕
者，恐怕未必是每個人的訴求。
曾鈺成表示，如果少數人堅持有關主

張，希望他們以和平理性態度表達意
見。倘示威者「去得太盡」，民意就會
逆轉，「大家都應該繼續保持克制，讓
香港社會正常運作，盡快重新上軌道，
我相信香港市民的意見是寶貴的。」
被問到應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曾

鈺成強調，監警會的運作本身是相當獨
立，而處理投訴警方的現行機制一直行
之有效，暫時看不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
會的需要。

曾鈺成讚警克制 示威過激失民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晚，
正義聯盟及香港家長聯會多個團體在中
環遮打花園舉行「撐警集會」，支持警
方執法。出席集會的市民有數百人，他
們高叫「支持警察，嚴正執法」等口
號，向香港警察表達支持。
民陣早前在記者會上聲稱「6．12」
示威「被鎮壓」，並要求釋放被捕
者。在昨日集會上，大會播放了當日
部分暴徒衝擊的情況，出席集會者就
大聲高喊「暴徒」。
發起集會的「正義聯盟」主席李
偲嫣呼籲出席的人士一起拍手向在
場警察表示感謝，並與在場的人三
次齊聲高喊「多謝警察」，並希望

能夠早日訂立針對辱警罪的法例。
有已退休的警務人員上台發言時表

示，示威者在金鐘衝突中的衝擊行為，
以及21日包圍警察總部的做法，均是
「逼警察埋牆」，所以自己有責任站出
來，支持現職警察。
有在場市民表示，在金鐘衝突中，示

威者的行為其實並不和平。他從電視上
見到示威者中確實有人向警察投擲鐵
支、磚頭，甚至舉起鐵馬，「與『泛
民』口中所謂手無寸鐵完全不同。」
大會及不少出席的市民還準備了白色

鮮花，向台灣殺人案中的女死者潘姓少
女表示悼念，並希望此案疑犯陳同佳最
終能接受法律的制裁、彰顯公義。

多個團體集會 撐警嚴正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思文）一向打着
「人權」幌子來顛倒是非的「國際特赦組
織」，前日公佈了所謂「專家」對「6．
12」事件的「調查結果」，稱有「專家」
仔細「核查」了14條「媒體」和「社交平
台」發佈的「視頻」，即「證明」香港警
察當日「違反」國際人權法。香港政界人
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有關組
織「睜眼說瞎話」，以14條視頻就對香港
警察「未審先判」，毫無公信力。
「國際特赦組織」稱，在「專家」仔細

「核查」了14條「媒體」和「社交平台」
發佈的「視頻」後，聲稱香港警察當日
「違反」國際人權法，包括「危險使用橡
膠子彈」、「濫用催淚彈和胡椒噴霧」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

直言，「謊言講一千遍就變成真理」是「顏色
革命」的「方程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國際特赦組織』對香港警察『未審先判』，
對激進示威者的暴力行為視而不見，這根
本違反了做人的原則，談何公信力？」
他續說，法制不彰的地方，就會變成

「原始森林」和「殺戮戰場」，到時候，
那些譴責香港警察的人，他們自己的生命
財產都不能受到保護。如果對警察行為不
滿，或認為警察行為違反條例，都可以按
照正常的司法程序進行投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指出，有很多

外國朋友向他反映，許多駐港的外媒，都
傾向散播偏頗的資訊，該「國際特赦組
織」是否掌握了各方面的資訊來進行分
析，亦不得而知，因此其「研究結果」也
必然是片面、偏頗和站不住腳的，單憑這

些片段就宣稱警方「過分使用武力」，絕
對不公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質問道：「誰

是專家？隨便一個人都是專家嗎？完全是
騙人的。」他譴責「國際特赦組織」假扮「專
家」或是所謂「國際權威」散播謠言，而且
「視頻片段」的真實性亦存疑，「危險使用
橡膠子彈」、「濫用催淚彈和胡椒噴霧」
等「指控」，完全是「睜眼說瞎話」。
他強調，香港警方已經說得很清楚，對

於示威者採取的是最低武力，反觀世界上
的很多國家，例如美國、英國的警方對示
威者採取的行動更讓人害怕，香港警察已
經很克制。

「「「「「「「「「「「「「「「「「「「「「「「「「「「「「「「「「「「「「「「「「「「「「「「「「「「「「「「「「「「「「「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國際特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選擇性睇片誣警

■多個團體舉行撐警集
會。 網上圖片

■示威者圍堵
警車。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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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 網上圖片

■警總遭扔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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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以鐵馬
堵警總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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