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是次記者會的，包括英國《金融時
報》、《每日電訊報》、《泰晤士

報》、《經濟學家》、《衛報》、路透社、
英國廣播公司（BBC）、BBC廣播四台、
獨立電視台、天空新聞台、電視四台等英國
媒 體 ， 以 及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鳳凰衛視資訊台、《歐洲時
報》、《英中時報》等25家中外媒體40餘
名記者出席。
劉曉明首先強烈譴責一些極端激進分子在
7月1日以極為暴力的方式衝擊香港立法會
大樓、肆意損壞立法會設施。特區政府將依
法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責任，中央政府堅
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對這起嚴重違法事件追
究到底，依法處置；支持特區政府盡快恢復
社會正常秩序，保障市民人身和財產安全，
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停發不當言論 免損中英關係
他指出，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英國
政府選擇站在錯誤一邊。「他們不僅發表不
當言論，干預香港事務，而且為暴力違法分
子撐腰打氣。更有甚者，他們試圖干擾香港
法治，阻撓特區政府將肇事者繩之以法。中
方已就此向英方多次提出嚴重交涉，避免進
一步損害中英關係。」

英方對港事並無任何權利
劉曉明強調，中國政府奉行「一國兩制」
的決心堅定不移。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維護香港繁榮
穩定的決心堅定不移，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
預的態度堅定不移。我們要求英方深刻反省
錯誤言行的後果，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預

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被BBC記者問及他「能否保證中國將遵守
其簽署的、直到2047年都有效的國際條約
《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時，劉曉明強調，
「一國兩制」是中國政府單方面向全世界做出
的莊嚴承諾，並不是對英國政府的承
諾。……《中英聯合聲明》已經完成了其歷史
使命，成為歷史文件，隨着香港回歸祖國的
懷抱，……《中英聯合聲明》沒有任何條款給
予英方插手香港事務的權利，也沒有賦予英
國所謂『監督』『一國兩制』實施情況的權利。」
劉曉明直言：「我認為中英關係在某種程
度上已經因英方干涉香港事務受到損
害。……中英關係的基石是相互尊重、互不
干涉內政。如果英方繼續干涉，無疑會繼續
損害兩國關係。我希望英國政府反思其在香
港問題上的言行，認識到干涉中國內部事務
的嚴重後果，避免給兩國關係造成進一步損
害。」
他重申，中國希望英國政府履行承諾，恪
守兩國建交時達成的基本原則，即互不干涉
內政，希望英方珍視來之不易的中英關係，
與中國一道努力，共同促進兩國和兩國人民
的利益。
劉曉明還指出，中英之間在攜手努力、共
同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方面有共同利益。1984
年以前，香港是中英關係發展的障礙，自從
達成《中英聯合聲明》，尤其是香港回歸以
後，香港不僅不再是中英關係發展的障礙，
而且成為中英關係的橋樑和積極因素。香港
應在中英之間繼續發揮積極作用，而不是重
新變成障礙，「我希望香港能繼續成為中英
之間的橋樑，為中英關係發揮積極正面作
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中國駐

英國大使館消息：中國駐英國大使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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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中國駐英國
大使劉曉明在記者會上指出，外國媒體，特
別是英國媒體對激進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的報
道上，有一些存在嚴重偏見，有些甚至是惡
意中傷。
劉曉明指出：「這些報道只關注遊行示
威，甚至對暴力極端分子表示同情。……我
稱之為『沉默的大多數』的群體被英國媒體
完全忽視了。」
他舉例說：「80萬香港人聯署支持香港
特區政府修例；特區政府發出4,500份民意
調查問卷，廣泛徵求意見，收到的回覆中有
3,000份支持修例，只有1,500份反對。這些
信息在英國媒體上沒有任何報道。……7月

1日後，英國媒體不間斷採訪支持抗議的
人，而忽視了強烈反對暴力的意見。香港立
法會不少議員對暴力抗議堅決反對，和對上
述行徑損害香港利益表示強烈不滿，但是在
英國，我們看不到任何這方面的報道。」
劉曉明問道：「現在，有30萬英國公民生
活在香港，英國肯定希望看到香港保持繁榮
與穩定，但香港近期的抗議活動與此背道而
馳。你們不妨深入思考這些活動的後果，那
些不法分子一旦得手、大行其道，必將嚴重
損害香港法治，難道這符合英國的利益嗎？
符合在港生活的英國公民的利益嗎？答案顯
然是否定的。我希望英國媒體能做有利於香
港繁榮穩定和符合英國國家利益的報道。」

英媒偏袒暴徒 忽略理性多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正競逐英國保
守黨黨魁的前外相約翰遜和現任外相侯俊偉，
分別稱香港目前的局勢「令人懷疑『一國兩制』是
否仍在發揮作用」，及「英國支持香港人民爭取
自由」。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回應時表
示，希望一些英國政客停止對香港特區政府正
當執法、處置有關事件說三道四，停止錯誤言
論，不要採取「雙重標準」。
路透社記者在記者會上問及，約翰遜曾對路
透社記者表示，香港目前的局勢令人擔憂，懷
疑「一國兩制」是否仍在發揮作用，而侯俊偉
則稱「英國支持香港人民爭取自由」，「鑑於
約翰遜和亨特（侯俊偉）均有可能當選下任首
相，你是否認為英中關係的未來將走下坡
路？」

中英關係基石：尊重主權
劉曉明回應說：「無論誰當選英國首相，我

們都希望他能遵守中英兩國政府達成的共識，
即相互尊重主權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這
是中英關係的基石。如新任首相違背了上述原
則，中英關係肯定將出現問題。」
他批評，侯俊偉關於香港的有關言論是完全

錯誤的：衝擊香港立法會並非所謂自由問題，
而是違反了香港的法律問題。「這樣一個高級別
官員對違法者表示支持，我感到非常失望。……
與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相比，現在港人擁有更
多民主和自由權利，……一些英國政客對香港的

自由和法治說三道四，但當香港法治被破壞
時，他們不僅不譴責違法者，卻反過來支持和
同情他們，這樣的表現令人難以置信。」

勿口講法治實挺違法
劉曉明還指出，當日在香港的抗議活動起初

是和平的，但後來演變為暴力行徑，但英國一
些政客，「從最初的和平示威到後來的暴力事
件，他們一概支持，還稱讚不法分子所謂『勇
氣』；他們甚至敦促香港特區政府不要以暴力
事件為『借口』實施『鎮壓』，試圖阻撓香港
特區政府正當執法。」
他續說：「中國中央政府都已表示應由香港

特區政府和警方依法處置。香港特區政府有權
將暴力違法分子繩之以法，英國政府應尊重香
港司法獨立。我希望一些英國政客停止對香港
特區政府正當執法、處置有關事件說三道四，
停止錯誤言論，不要採取『雙重標準』。」
劉曉明並促請英方在香港問題上應擺正自己

的位置。「在某些人眼中，香港仍被視為昔日
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但現實是，香港已回歸
祖國，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是英國領
土的一部分。很顯然，英國一些政客仍沉浸在
昔日英國殖民者的幻象之中。我希望英方停止
插手香港事務，尊重香港『一國兩制』取得的
建設成就。只要他們端正位置，客觀公正地處
理涉港事務，中英兩國在香港問題上的合作就
簡單得多。」

促英擺正自己位置
勿沉浸昔殖民幻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英國首相文翠珊
（Theresa May）當地時間3日在英國國會稱，
自己有「持續向中國政府提出對香港的擔
憂」，「中國必須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人權
和自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提問時指出，「中方對（英
國外相）亨特（侯俊偉）先生涉港錯誤言論的
堅決回應，也同樣適用於英國政府其他官員的
類似表態。」
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批評英國支持衝擊香

港立法會的暴力行為，是選擇站在了錯誤一
邊，並警告英方避免進一步干預，否則可能影
響中英雙邊關係，英國外交部「召見」劉曉明
大使，稱其言論不能接受。

耿爽昨日在回應時說：「關於劉曉明大使向
英方交涉和雙方會見的情況，中國駐英國使館
已經發佈了消息，你可以查閱。劉大使在與英
方的交涉和會見中清楚地闡明了中方的嚴正立
場。」
被問及文翠珊有關香港的言論，他笑說：

「前兩天是亨特（侯俊偉）外交大臣對香港事
務指手畫腳，今天換了個人出來說三道四，難
道他們之間有協調配合嗎？」
耿爽強調，中方對侯俊偉涉港錯誤言論的堅
決回應，也同樣適用於英國政府其他官員的類
似表態，「我今天姑且克制一些，不展開講。
但如果英方某些人執迷不悟，一錯再錯，恐怕
就要再說道說道了。」

文翠珊「接力唱衰」外交部促勿偏執

英
庇
暴
擾
法
治
中
方
嚴
正
交
涉

駐
英
大
使
劉
曉
明
促
反
省
錯
誤
言
行

停
止
干
預
港
事

■劉曉明大使闡述中方嚴正立場。 中新社 約翰遜約翰遜 侯俊偉侯俊偉

A3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9年7月5日（星期五）

20192019年年77月月55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19年7月5日（星期五）

商務部發言人高峰昨表示，中美若
能達成協議，美加徵的關稅必須全部
取消，並確保協議文本平衡，符合雙
方共同利益。另外，美國95名各界知
名人士發表致總統特朗普的公開信，
指把中國塑造成美國的敵人對美國不
利，在華盛頓並沒有必須與中國為敵
的壓倒性共識。中美按兩國元首日前
共識，將重啟高級別貿易談判，中方
重申美應取消全部加徵關稅立場，這
是公平合理的要求，有利重塑中美正
常的經貿關係，美方更應徹底消除對
中國的敵意，秉持協調合作穩定的基
調，重回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正
道。

G20 大阪峰會期間的中美元首會
談，達成重啟貿易談判的共識。但特
朗普仍然擺出中美貿易協議要「向美
方傾斜」的姿態，對此中國商務部發
言人高峰昨明確表示，要秉持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原則開展磋商，中方核
心關切必須得到妥善解決。

美對中國輸美產品單方面加徵關
稅，是中美經貿摩擦的起點。去年 7
月 6 日，美國對 340 億美元中國產品
加徵25%關稅，此後數次提升加徵關
稅的稅率和規模。美國對中國輸美產
品徵收高額關稅已持續數月，若兩國
達成貿易協議後仍然保持所有加徵的
關稅，對中國極不公平。中國把美國

取消全部加徵關稅作為達成協議的組
成部分，顯示了中國不怕打貿易戰的
底氣。2018年，中國的出口依存度僅
為18.24%，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
響在逐漸變小。

更要看到的是，關稅戰這把雙刃
劍，也嚴重傷害美國的經濟，加劇通
脹。據世界交易夥伴公司評估，對
2500億美元的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徵收
25%的關稅，一年將導致美國損失
93.4萬個就業崗位，家庭每年支出增
加767美元。

正因如此，美國國內反對對華貿易
戰、反對與中國為敵的聲音越來越
強。7月3日出版的《華盛頓郵報》，
發表美各界知名人士給總統特朗普和
國會的公開信，正是美國國內理性客
觀聲音的集中反映。該公開信指出：
「我們不認為中國是（美國）經濟上
的敵人，也不相信在每個領域都對國
家安全威脅」，美國將中國視為敵
人，與中國經濟脫鈎，損害美國的國
際地位和聲譽，更破壞全球的經濟利
益。

中美兩國利益高度交融，按照兩國
元首共識，推進中美經貿穩定發展，
完全可以在不衝突、不對抗基礎上，
實現世界最重要兩個大國相互尊重、
合作共贏，共同維護世界的和平繁
榮。

美取消對華關稅 公平合理重塑中美經貿關係
反對派策動的反修例風波嚴重撕裂社會，催生連場

令人震驚痛心的暴力衝突，立法會大樓遭受嚴重破
壞，少數示威者沉迷於極端違法暴力泥淖，香港法治
和社會穩定受到重創，反對派的極端化煽動、鼓吹是
罪魁禍首。正是因為反對派在背後煽風點火、推波助
瀾，以美化暴力自殺、煽動仇恨情緒等極端化的卑劣
手段，誤導部分年輕人形成極度扭曲的社會價值，把
他們引向極端化對抗的邪路，暴露反對派不尊重生
命，違反人道，毫無人性，遺害深遠。廣大市民必須
高度警惕、強烈抵制反對派催谷極端化暴力的惡行。

修例風波導致社會對立撕裂，令部分市民產生負面
情緒，容易刺激精神健康欠佳的人鑽牛角尖，對一些
心智未開的青少年亦造成嚴重的負面情緒困擾，極端
情況下走上輕生絕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近日接獲
42 宗涉及反修例事件的求助個案。機構的負責人表
示，求助者的困擾主要來自與家人朋友撕裂，以及對
社會現況感到失望。為消除困擾社會的負面情緒，本
來應盡快平息爭議，讓事件告一段落，這是對市民、
對香港負責任的做法。但反對派為了政治目的和政治
利益，反其道而行，還在利用修例問題繼續鼓吹煽動
年輕人激烈對抗。

反對派把喪心病狂攻擊警方、破壞立法會大樓的暴
徒美化為「義士」、「死士」，把可能受政見困擾而
輕生的人士稱為「烈士」，將違法暴力行為英雄化、
把自殺行為浪漫化，變相鼓勵年輕人效法，爭做「義
士」、「烈士」。有消息更指，日前暴徒佔據立法會
時，反對派曾密謀利用「死士」製造人命傷亡的驚人
流血事件，慶幸圖謀最終未能得逞。反對派企圖犧牲

一些年輕人換取自己政治利益的圖謀，已經難以
掩飾、不容抵賴。反對派言之鑿鑿

愛護年輕人，反修例為保障人權自由，其實他們最不
尊重生命、最不尊重人權，偽善之極。

對於衝擊、進佔立法會的駭人聽聞暴力行為，反對
派不斷聲稱，是因為政府對年輕人的訴求無動於衷，
年輕人也無計可施，才以衝擊來表達不滿，不惜「犧
牲自己」對抗「制度暴力」。另一方面，反對派指責
特首林鄭月娥，對有3名年輕人輕生表現漠不關心；同
時，他們拋開現時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不斷要求成
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追究警方「濫用暴力、鎮
壓和平示威者」的責任，警方「開槍」、追打「手無
寸鐵」學生的無理指控此起彼落。

這些說辭，為極端違法暴力行為推卸責任，將暴力
合法化、合理化，更製造、加深社會的仇恨情緒，特
別是部分年輕人對政府、警方、建制派的仇恨。反對
派通過打「悲情牌」，把年輕人、違法暴徒塑造為受
害者，是「勇於對抗高牆的雞蛋」，政府、警方、建
制派都是邪惡的強權和壓迫者。這樣非此即彼、有你
無我的極端化對立不斷強化，勢必造成難以解開的仇
恨死結，很可能導致出現類似一些中東國家的極端可
怕局面，甚至禍延幾代香港人。

反對派煽動年輕人反政府、反社會，鼓吹「死士精
神」，令一些年輕人走向極端，社會價值觀人生觀極
度扭曲。近日，有一名年僅12歲的少年，懷疑沉迷玩
手機，家人將手機沒收。他竟然情緒失控，手持利刀
企圖自殺。在修例風波中，有年輕人肆意侮辱國家民
族、辱警襲警、網上欺凌、暴力毁壞、非法禁錮，卻
對自己做出種種嚴重罪行心安理得，完全沒有罪疚
感，這正是反對派極端化煽動、誤導的惡果。而這些
年輕人如果繼續走向極端，不懂懸崖勒馬，只會貽害
自身、貽害社會。

反對派鼓吹煽動極端化對抗遺害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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