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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外力亂港不得人心不得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各界批肥黎勾連外力賣港

黎智英見彭斯蓬佩奧「交代」港事 耿爽促美停止干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黎智英赴美國見美國副總
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等，討論香港修例事態發展、香港自
治地位等情況，還要求白宮就「中國如何利用香港規避美國
法律」提交報告，以便擬定如何修改《香港關係法》云。多
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黎智英赴美勾
連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吃裡扒外」出賣香港利益，對
此各界予以強烈譴責。

鄭治祖）「佔中黑

手」、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日前竟跑到美國
「交代」近期香港社會情況，獲得美國副總統彭
斯、國務卿蓬佩奧等分別會見，討論香港修例事
態發展、香港自治地位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昨日就此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
國家、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預，任何外部勢力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試問一名「商人」怎可以
輕易地獲得與美國國務卿會面，而黎智英與香港反對派勾
結，每一天都為社會、為特區政府製造問題，以挑起社會矛
盾為己任。從各方證據顯示，黎更扮演外國勢力的「艇
仔」，出資、出力，提供彈藥讓外國勢力插手香港內部事
務，做法相當可恥。黎還利用手上掌握的傳媒機構散播歪
理，誤導部分港人。是次黎獲美國官員高格調會見，令人質
疑他是去「聽指示」，繼續為外國勢力搞亂香港做馬前卒。

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都是錯誤的，試圖借機慫
恿在香港特區製造混亂既不得人心，也不會得
逞。他敦促美方尊重中國主權和香港法治，謹言
慎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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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智英跑到美國獻媚，獲彭斯等會見。

■《點新聞》發起表情投票，質疑黎智英向外國主子獻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批評，黎智英的行為簡直就是「返美國向主
子述職，及領取最新指示」。一段時間以來，反對派在外國勢力撐腰
下，搞出一場接一場的亂港事件，各反對派議員每日「七情上面」批評
特區政府、警方，出盡力去破壞特區社會、打擊香港的法治及警方的執
法權威，「交足貨，便拿此成績表去收票」。

美方發出嚴重錯誤信號
耿爽說，美方一再干預香港事務，對外發出了嚴重的錯誤信
號，我們對此要表達強烈不滿和堅決的反對。「我們督促美方
尊重中國主權，尊重香港法制，謹言慎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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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網民不信美國無「搞港」

駐港公署：內外勢力勾結禍港注定無好下場

■政界質疑梁繼平當日煽動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自己卻已鋪好路離港。
《點新聞》圖片

「禍港四人幫」屢抹黑 為美送彈藥制華

■今年5月，反對派
「告狀團」
訪美，獲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會見。 資料圖片

■今年5月，陳方安生及郭榮鏗與德國聯邦外交部次官會面。

反對派一再藉反對修訂《逃犯條
& 例》一事，跑到外國唱衰香港，甘
願將香港作為中美貿易戰的籌碼，
讓美國等可以肆意干預香港事務、
滋擾國家。外國勢力亦相當重視有
關政治騷，其中美國就一再派出美國副總統彭
斯、國務卿蓬佩奧等會見「禍港四人幫」之一的
黎智英，再互相扯貓尾作出批評香港的言論。

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到華盛頓和紐約「唱
衰」香港，更向美國「反映」修例一事云云。除
了和白宮官員和參眾兩院議員見面外，美國副總
統彭斯更臨時與陳方安生「簡短會面」，稱「非
常關注香港的人權及自由狀況」，又揚言美國
「完全有權過問」香港的人權和「一國兩制」。

陳方安生修例前已赴美

陳方安生等人回港不久，「禍港四人幫」另
一員、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就與工黨副主席
李卓人、「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及記協前主席
麥燕庭大肆宣傳自己 5 月接力到美國和加拿大唱
衰香港的行程，當時他們已預告會集中反對香港
修訂《逃犯條例》，冀美國國會「施壓」，「迫

今年 3 月、在美國國會發表有關《香港政策
法》的報告前，「禍港四人幫」之一的前政務司
司長陳方安生，就聯同「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
莫乃光、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聲稱「應美

郭偉強質疑
「向主子述職」

《點新聞》圖片

黎智英。對此，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說，我多次說過香港
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預。任何
外部勢力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都是錯誤，試圖藉機慫恿
在香港特區製造混亂，既不得人心，也不會得逞。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昨日亦嚴正表示，堅決反對
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絕不會坐視國家主權、安全和香港
繁榮穩定受到損害，強調內外勢力相互勾結、禍港殃民注定
沒有好下場。
發言人表示，黎智英是什麽人、一貫持什麽立場、在香港
社會扮演着什麽樣的角色，美方心知肚明。美政府高層在當
前香港局勢的敏感時期，排着隊會見這麽一個人，別有用
心，發出嚴重錯誤信號，公署對此表達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
他強調，美方無視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一再干涉
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干擾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公署已就此
向美國駐港總領館提出嚴正交涉，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錯誤言
行，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發言人指出，香港個別人置民族尊嚴和香港利益於不顧，
為一己私利甘願充當外國勢力反中亂港的政治工具，搖尾乞
憐、引狼入室，這種醜惡嘴臉和卑劣行徑為包括香港同胞在
內的全體中國人民所不齒。這些民族敗類和香港罪人將永遠
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葛珮帆：甘當棋子做漢奸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黎智英一直以其掌控媒體
推動反中央、反特區政府，亦是反修例的主要推手。黎今次
赴美，明目張膽勾結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甘當棋子
全力配合外國勢力打擊中國、打擊香港特區，顛倒政治倫
理，行為極之無恥，絕對是出賣港人以至國家利益的漢奸所
為。
葛珮帆指出，修訂《逃犯條例》屬於香港「一國兩制」下
的自治範圍，與美國等西方任何國家都沒有關係，外國勢力
根本無權置喙。美國屢次就香港修訂《逃犯條例》作出「關
注」，根本是為了自身利益，企圖在中美貿易戰持續之際大
打「香港牌」。

網上圖片

在昨日舉行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及美國副
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等日前分別會見了香港商人

盧瑞安：利用傳媒誤導人

李柱銘涂謹申齊
「唱衰」

資料圖片

使」特區政府撤回修例。
李柱銘一行當時更獲對華強硬的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會見，當時在立法會內以主持身份去拖
延、阻撓《逃犯條例》有關法案委員會開會的民
主黨涂謹申，更急急飛往美國「述職」，趕及向
蓬佩奧「匯報」自己的議會工作。
同一時間，為了「邀請」更多外國勢力干預
香港事務，陳方安生於 5 月亦再與郭榮鏗到德國
柏林及漢堡，進行其抹黑修例的工作。
此外，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日前亦跑到英國倫
敦， 出席「國際自由聯盟」大會，藉着談論修
例事件，聲稱中央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令香港
「大陸化」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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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黎
智英赴美
與美國副總統彭斯及國
務卿蓬佩奧會晤，公然
勾結外來勢力，被香港
網民「鬧爆」，不少網
民直斥黎的「漢奸」本
性表露無遺，嘲諷他去
見「美國主子」，又斥
責美國干預香港的內部
事 務 ， 網 民 Ka Yiu
Chiang 直 指 ： 「 所 以
話今次『顏色革命』嘅
背後冇美國佬支持？我
打死都唔信！」

Hidy Chun： 「 出 賣 香 港 到 浮 晒 面
喇！」

Mario Man：「金主現身了！」
Fanny Chiu：「肥佬（黎智英）去美國
出糧，打救自己。」

Joy Chan：「為錢？我真係吾（唔）明
點解要同外人交代。」
Kenny Koon：「終極Boss出場，點打
呀！？請中央出手啦！」

Kenneth Wong： 「 美 國 國 務 卿 ，
『跟家中所養的狗』討論香港人的民主問
題……究竟是無聊還是無知？」

Mario Chan：「反對派幕前金主，口
號主張民主，作風極其獨裁，無賴老千一
名，背後金主無需找正義之士，有冇人答到
本人『顏色革命』後的國家現況如何？」

何韻詩入籍加國
憑什麼代表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文森）歌手何韻詩周一（8
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發
言，呼籲聯合國召開會議「把中
國從人權理事會除名」。對此，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指這是
「癡心妄想」，「怎麽可能？她
有點不自量力。」而本港大批網
民亦斥責何韻詩「唱衰」香港，
質疑她既已入籍加拿大，憑什麼
代表中國香港？簡直是開國際玩
笑。
在昨日舉行的外交部例行記者
會上，被問及何韻詩發言兩度被
中方代表打斷，耿爽表示，有關
非政府組織違反《聯合國憲章》
和人權理事會相關規定，在發言
中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干涉
中國主權和內政，污衊中國人權
狀況，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並
予以強烈譴責。
他強調，香港回歸以來，「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方針得到切實貫徹落實，香
港居民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依
法得到充分保障，事實有目共
睹。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不僅符
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國

的利益。

網民譏自不量力
另外，本港大批網民亦斥責何
韻詩赴聯合國「唱衰」香港，質
疑她既已入籍加拿大，憑什麼代
表中國香港？簡直是開國際玩
笑。
網民「絕地求生」說：「一個
加拿大人，也能代表香港？原來
香港的民主自由是由外國人來代
表的？寧要外國人的草，不要同
胞的花。」
deathpanda 就說：「這個只擁
有香港居住權的加拿大人靠反華
勢力去詆毀中國，中方代表合理
禮貌的要求發言人使用合理語言
發言這叫粗暴？」
apwei5 恥笑：「多讀點書再出
來吧，毫無國際政治常識，更讓
港人清楚的看到你們的無知無
能，只停留在口號卻無實際行
動 。 」 m.y_lifegoeson 就 批 評 ：
「癡心妄想，自不量力，那你們
加油鬧吧，折騰吧！」
作為歌迷的 m.y_lifegoeson 還表
示：「從此脫粉，你的歌，我從
此也不會再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