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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天串聯數「獨」賣港賣國
撲大阪勾結熱比婭等 政界激憤斥漢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伍軒沛）香港反對派乞求外
國勢力介入香港事務，近二百市民昨日響應網上號
召，先後到美國、歐盟、英國和德國駐港領事館示
威，並高呼「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香港事
務香港人自己解決」的口號。發言人林先生強調，
香港有自己的制度，外國干預香港修例是侮辱香港
的法治。
昨晨10時，近二百名市民在遮打花園集合，隨後
遊行至美國、歐盟、英國和德國駐港領事館請願。
他們手持國旗及區旗，和寫有「香港屬於中國」字
樣、署名為「一群市民」的橫額，沿途高舉「堅決反對
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立即停止破壞香港」、
「香港事務不容干預」等中英文標語的紙牌，沿路並
高呼「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香港事務香港人
自己解決」口號。
發言人林先生指出，是次活動通過網絡及社交軟

件號召，「我們告訴大家，香港雖然有沉默的大多數
市民，不希望示威和盲目反對成為社會單一聲音。」
他質疑，美國政府近期就香港修例不尋常地發表言
論是別有用心，更批評德國政府強行收留香港的逃
犯做法不當，需要向香港政府交代，同時要向德國
市民交代為何以國家資源養外地逃犯。
林先生批評早前有部分「自稱香港市民」者無視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乞求外國介入香港事務，
是不可接受的，並重申不容外國干涉香港內部事
務，「香港有自己的法律制度，外國干預（修例）
是侮辱我們的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各反對派政黨均
威脅律政司，要求不檢控在「6．12事件」當日
涉嫌暴力衝擊警方者，「香港眾志」前日更夥
同一批示威者包圍律政中心。香港律師會昨日
發表聲明，強調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律政
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同時，
法治和社會秩序都不應妥協。
律師會在聲明中強調，法治是香港的基石。
在行使言論、集會、遊行和示威自由權利時，
對尊重法治、他人權利、公共服務正常運作以
至整個社會秩序等方面都不應作出妥協。
針對有關刑事檢控的決定，律師會強調，根
據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律政司主管刑事檢
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而在決定是否起訴
時，刑事檢控專員必須全面評估證據和相關情
況，及必須考慮是否有足夠證據去啟動檢控程
序，和有關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基於個
人的主觀理解而標籤有關行為，與客觀的決策
過程並不相關。」
律師會續指，香港特區的法律制度以透明、
可信和公平見稱，在國際上名列前茅，並鞏固
香港作為世界上最安全城市之一的聲譽，過去
的衝突及糾紛應按運作良好的法律制度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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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地「「獨獨」」販子動用於日本販子動用於日本
「「在地化在地化」」的宣傳機器的宣傳機器，，把顛把顛
覆中國和違反聯合國約章的分覆中國和違反聯合國約章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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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修例連串
事件中擔當「重要角

色」的「連登」討論區，昨日發佈題為「逃
犯條例已經回復二讀」的謠言貼文：反對派中人
在轉發昨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討論《國歌條例
草案》委員會報告的視頻片段時，故意剪掉提到
《國歌條例草案》的片段，只保留「將於下一立
法年度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更稱是
「議會陣線」毛孟靜「點出」政府「暫緩」《逃

犯條例》修例是「講大話」。建制派議員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反對派經常散播謠言，誤導
市民，是意圖煽動市民再次上街，希望大家冷靜思
考，不要上當。

在昨日內會上，《國歌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廖
長江簡報草案的情況，「連登」轉發的視頻就故意
斷章取義。片中，第一句是廖長江說「根據表決結
果，法案委員會支持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
論。」內會主席李慧琼隨後說，「各位議員，對於

政府當局計劃在下個年度立法會會期恢復《條例草
案》二讀辯論，有無意見？」片段中只聽到「條例草

案」四個字。毛孟靜其後「糾正字眼」，聲稱政府應避免
用「撤回」字眼。「連登」的貼子配文標題是「請廣傳！！政
府一直都係呃緊市民。」試圖再次造謠傳謠，危言聳聽。但
有明眼網友在討論區回應指：「咪亂起標題好冇。」「條片講

緊國歌法呀，唔好亂講啦。」

網民鬧標題黨 政界批呃市民
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批評，反對派已經「亂晒大龍」，連最基本的
正確和錯誤的觀念都已經混亂，根本是欺騙市民和年輕人。他直
言，年輕人對社會的了解不深，政府已經明確表示暫緩《逃犯條例》
的修訂，反對派就不斷造謠，荼毒青少年思想，將會破壞社會。
張華峰說，青少年有自己的理想和不同的見解，無可厚非，但無

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受人唆使，要冷靜分析是非正反，哪些事
應該做，哪些不應該做，不要人云亦云。
漁農界議員何俊賢狠批反對派玩「文字遊戲」，明顯是要煽動市民。長期以來，

反對派都用類似的手法煽動一些對立法會程序不甚了解的市民，相信早前幾次遊行
中，一定有很多不明真相的市民參與，其中最「萬惡」的就是上面的「搞手」和「總導

演」，包括一些「傳媒大老闆」、反對派議員和「民陣」等組織。
他認為，年輕人社會閱歷尚淺，分辨是非的能力不足，所以很容易被反對派利用，希望年輕

人通過最近一系列的事情，看清楚究竟誰才是真正實踐「愛香港」的承諾。
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批評反對派不斷散播「假新聞」，企圖讓社會陷入混亂，有些人對某

件事不求甚解，就「以訛傳訛」，讓一些誤導性的「新聞」可以「廣為流傳」，令假新聞變得很
「真」。他說，「《逃犯條例》修訂就是一個例子，明明絕大多數香港人都不是『逃犯』，竟然

被謠傳成『所有人都是逃犯』。希望市民可以認清事
實，自己做出判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在昨日的記者會上，除了陳浩天外，「學生動
源」召集人鍾翰林及「學生獨立聯盟」召集

人陳家駒亦有現身。陳浩天會上聲言，香港「被中
國這個破壞者殖民」，而「一國兩制」只是「為中
式殖民主義遮羞的一片樹葉」。
他又以「在東突厥斯坦的維族人」來稱呼新疆的

維吾爾人，稱被中國「迫害」者遍佈亞洲，中國政
府已「犯下侵犯人權罪行」，要求各國「對中國及
香港實施制裁」，及禁止「犯下侵犯人權」、「違
反人道罪行」的官員出入「自由世界」，和凍結他
們的離岸資產。

冀年輕人慎防煽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港獨」與數

「獨」合流是在出賣香港、出賣國家，簡直就是
「漢奸」，「丟盡香港人的臉、丟盡中國人的臉，
令人憤怒！作為香港人，呼籲其他國家去制裁中
國、制裁香港，是不是大笑話？」
他強調，中國實力日益強大，在G20峰會等國
際場合的話語權也越來越大。同時，香港特區政
府與大部分香港人也是盡力發展好香港，我們對
自己的經濟也是很有信心的。惟這些淪為外國棋
子的人着實很可悲，也希望香港民眾不要被蒙
蔽。
港區人大代表吳亮星批評，現在有一批分裂國家

的破壞分子，勾結外國勢力，專門做這些破壞國家
安寧的「勾當」。「中國需要團結，破壞分子的行
為已經是與國民為敵，是國家所不能容許的。」
他強調，這類分裂行為，即使是在全球任何一個

國家，均是不會允許。他呼籲，無論特區政府還是
中央政府，都應該正視並制裁分裂分子，避免香港
甚至是中國在他們的「獨行」下受到危害。
就陳浩天鼓動各國制裁中國及中國香港，吳亮星
直言，有關言論是不成氣候的。
他指出，各國之間的關係以及涉及經濟、貿易等

各領域
的協議，不會因
這些言論就輕易受
到影響。他相信，全
球貿易、經濟仍然是
朝着正常的、多邊的、
全球性的方向發展，
「香港的商人也有信
心，繼續在國際經貿關
係中發揮積極作用。」
港區人大代表吳秋北
直言，這些分裂國家的
分子就是社會敗類、社
會渣滓，十分可恥。他
指出，這些分裂分子所講
的話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
更乞求其他國家制裁自己國
家，最終受害的只是我們自
己。大家也很清楚，在G20峰會
中，各國商討有關於經濟合作和發
展的議題，而「獨」中人選擇在這
個時候去日本，無非是想博取媒體
關注，配合反華勢力讓外界干預香港
甚至中國的內部事務。
他續說，國家在各方面一直很支持香
港的發展，無論政制上的發展、經濟上
的發展，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他強
調，國家一直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對香港
的發展給予了特別支持及體恤。
吳秋北還關注到是次發佈會中有部分學生參
與，他希望香港的年輕人不要輕易被煽動，更不
要因此而誤入歧途、自毀前途，「那些人煽動完
就走，受害的將是被煽動的年輕人。」

香港文

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G20峰會

在日本大阪舉行，已

被香港禁止運作的「香港民族黨」

召集人陳浩天，昨日夥同「疆獨」分子熱

比婭等，在日本舉行所謂「Justice 20

（J20）」記者會，乞求其他國家對香港特區

甚至中國實施「制裁」。多位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港獨」與數「獨」合流，是在出賣香

港、出賣國家，是「賣國賊」，令人憤怒。

他們希望香港的年輕人不要輕易被煽動，更

不要因此而誤入歧途、自毀前途，「那些人煽

動完就走，受害的將是被煽動的年輕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比起資源不足、需要籌備一個禮拜
的撐警大會，一向聲稱自己沒有外
來資金資助的傳統反對派，一個自
稱「Freedom Hongkonger」的組
織在短短三日之內就能完成眾籌，
並在英國《衛報》、加拿大《環球
郵報》等12份外國報刊刊登廣告。
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這
種速度根本是匪夷所思，更清楚地
證明近期的很多活動都是有幕後推
手的，並批評有人甘願成為外國棋
子，惟希望香港市民不要因受到煽
動而讓香港再度陷入混亂。

政界質疑外國勢力介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直言，

3天眾籌登報根本是匪夷所思。事
實上，大家也看到近幾個禮拜包括
香港本地及海外的相關行動，其實
是非常有組織的，規模也很大，其
中一定涉及資金的資助，否則很難
推動如此大型的活動。
他直言，香港現在進入了很動

盪、很危險的階段，大家作為香港
人，應該避免事情再升級，造成社

會更大的動盪和分化，並呼籲大家
不要再讓「港獨」分子、暴力分子
有平台繼續分化香港，尤其希望大
家在「七一」時不要再被煽動，令
香港陷入混亂。
港區人大代表陳勇表示，如此快
的速度就刊登到世界各大報刊是十
分令人懷疑的。他舉前段時間在網
上熱傳的梁頌恆與郭文貴的視訊片
段為例，指郭文貴明確稱會在美國
「無限量提供資金」，而梁頌恆亦
已證實片段真實，「這正是激進的
『港獨』中人與美國一些人公然勾
結的證據。」
他直言，外力干預是所有主權國
家都不會允許的，英美國家都不願
讓外國插手自己國家內部事務，如
美國也會調查總統特朗普選舉是否
受到外部勢力的支持，而若英美有
人與伊斯蘭國家稍微走近一些，更
可能有家歸不得，「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
港區人大代表盧瑞安說，這很清
楚地說明，近期一系列的行動是有
外國勢力介入的，明顯是有組織、
有規劃的，是反華勢力推動的。
「就連他們製作的宣傳品亦是不簡

單。」他指出，從眾籌到刊登僅用
3天這麼短的時間，足見他們幕後
確有「黑手」。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黃英豪就指
出，能夠這麼快時間刊登成功，背
後一定有外國勢力插手。「你在香
港，怎麼能隨便就刊登上什麼外國
報紙的頭版？這很明顯是外國的反
華勢力在幫助策劃。」
他說，通過所謂眾籌迅速籌到上

百萬，這些錢可以說是來歷不明，
更加令大家明白現在是有外國勢力
在打「香港牌」。
黃英豪說，22年回歸前，中國就

已很反對香港問題國際化，讓其他
國家藉助「香港牌」影響國家內部
事務；而22年後，有人希望再次通
過「香港牌」干涉中國內政，很明
顯是有外國勢力死心不息。
他強調，香港現在有部分激進的
年輕人在煽動下，已經產生了分裂
國家的傾向，各界應高度重視這種
現象，包括從教育角度，「必須給
予他們（激進的年輕人）譴責甚至
是制裁」，同時亦不排除其中有部
分人是受到外國資助，甘願成為外
國的棋子。

反對派反對派「「眾籌眾籌」」登報登報「「水源水源」」疑點重重疑點重重

◀▲「連登」討論區借官員通知
混淆視聽。 網上截圖

▲▼▲▼中央發言者為中央發言者為「「疆獨疆獨」」分子熱比分子熱比

婭婭，，下圖為下圖為「「疆獨疆獨」」分子遊行分子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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