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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斥肥黎惡毒 為美助攻亂港
批黎操控傳媒抹黑兩地 籲港人不能讓賣港賊得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社會因連
日的示威活動受到影
響，「禍港四人幫」之
一、香港壹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即赴美國「匯
報」，繼續唱衰香港、
抹黑中央，更乞求美國
以「具體行動」去「支
持」香港的「民主運
動」云云。多名香港政
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批評，黎智
英沒有資格代港人發
言，並批評他操控的報
章，不斷抹黑中央、特
區政府，嚇唬港人，企
圖搞亂香港來配合外國
勢力的圍堵政策，其心
可誅，又呼籲市民團結
一致，不要讓這些出賣

若無普選，將要永遠面對「惡毒政府」，而
中央將香港「很大一部分人」視為「爛
人」，最終會以「希特拉看待猶太人一樣，
得把他們『處理』掉」。
就前日中國外交部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均批評美國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會
見黎智英一事，他「沾沾自喜」地稱這是他
的「榮幸」，並聲言美國應該以「具體行
動」去「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云云。

吳秋北：無資格扮代表

的「幕後黑手」黎智英不但可以繼續逍遙法
外，更可以隨意到外國唱衰香港，其旗下報
刊則繼續肆意抹黑中央政府以至特區政府，
以各種方法阻撓特區政府運作。
他強調，香港是一個金融、經濟城市，加
上中央政府堅守「一國兩制」的原則，根本
不會發生太大的亂子，黎智英不應作出不負
責任的恐嚇言論。

何俊賢：為私利阻政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出，中央政府
明白到港人追求民主普選的心願，但在推行

民主的同時，須顧及國家整體發展，大家應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8．31」的框架，循
序漸進落實民主普選，但反對派似乎擔心失
去矛盾、衝突，就無法撈到政治好處，故一
手扼殺政改方案。
他批評，香港的反對派一再挑起社會矛
盾，目的就是要令港人仇視中央及特區政
府，令施政困難，從中獲得政治好處。黎智
英等人的言論只是「靠嚇」，更突顯特區政
府越退讓，反對派及其幕後主子就越咄咄逼
人，甚至希望發生「流血」事件，以港人作
為他們的「政治武器」，實心腸惡毒。

外交部批外國
無權干預港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指
出，香港回歸祖國至今，中央一直堅守「一
國兩制」原則，是有目共睹的。黎智英一再
通過旗下報章和雜誌不斷抹黑中央和特區政
府，向市民洗腦，企圖令他們產生仇視中央
及特區政府的心態，沒有資格代表港人發
言。
他強調，黎智英等反對派中人近日撕破面
皮、赤膊上陣，完全是要配合外國勢力所策
動的「顏色革命」，呼籲港人必須看清這些
人的陰謀，團結一致，不要讓這些出賣港人
之徒陰謀得逞。

吳亮星：不應恐嚇港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表示，香港回歸
祖國至今，香港的民主、自由有增無減，最
明顯的例子就是：被指為違法「佔領」行動

■黎智英在美國一個研討會上繼續抹黑中央和特區政府。

網上圖片

陳太
「眾籌」
百萬炒作政爭謀區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四人幫」
之一黎智英正在美國抹黑「一國兩制」，另一「四
人幫」成員、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亦在香港出
招，由其主導的「公民實踐培育基金」昨日發起
「眾籌」100 萬元，就修例引發的問題、政府官員
的處事手法，及警權等問題的意見進行「民情研
究」。多名政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陳方安生等反對派中人一手挑起是次政治爭
拗，所謂「民情研究」只是延續仇視政府的氣氛，
讓這場配合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政治遊戲延續
至 11 月的區議會選舉。
所謂「民情研究」將委託由鍾庭耀領導的「香港
民意研究所」進行，分為 3 個階段，首階段是以電話
方式訪問 1,000 名 14 歲以上香港市民，問題範圍包括
修例引發的問題、政府官員的處理手法及警權等問題
的意見；第二階段為舉行青年交流會和焦點小組，隨
機分別邀約 80 名和 20 名 14 歲至 30 歲市民參與；第
三階段為於 10 月底公佈所謂「民間民情報告」。所

須的 100 萬元經費，會由昨日開始至下月 15 日通過
網上「眾籌」籌集。

葛珮帆：挑動仇視政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反對派煽起連串
政治風波，對社會造成沉重打擊，很多負面影響已陸
續浮現，包括仇警、示威者隨意對其他市民濫用私刑
等，惟反對派不肯罷休，企圖通過所謂「民情報
告」，繼續將矛頭指向政府，挑動仇視政府的情緒。
她批評，所謂「民情研究」只是反對派的政治工
具，欠缺公平、公正，特別是鍾庭耀的民調早已備受
非議，是次只是借「眾籌」之名「吸錢」，並繼續鼓
吹民眾仇視政府，企圖令這場政治遊戲繼續發酵。

王國興：為外力亂社會
「23 萬監察」、前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批評，陳方
安生是造成今次亂局的始作俑者：她與其他反對派中
人得到外國勢力撐腰，就不斷挑撥離間，煽動市民仇

視特區政府的情緒，是次所謂「民情研究」更是曾被
揭發收受外國勢力資助、為外國勢力服務的鍾庭耀負
責，有關的「研究報告」自不會提到反對派如何攪
局，只會得出他們想要的答案，有欠公正及客觀，只
是要借此繼續擾亂社會，完成外國勢力向陳方安生之
流提出的要求。

顏汶羽：繼續分化社會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表示，社會的撕裂及矛
盾，是反對派縱容違法暴力行為而衍生的，現在再借
助分化社會進行所謂的「研究」，目的是為了「籌
款」，並將社會矛盾延續下去，這不是香港市民想見
到的事，特別是鍾庭耀所做的研究，最終只會得出片
面及偏頗的結果，相信今次亦不例外。
他呼籲社會各界放下成見，在沒有前設下與政府
坦誠交流，為香港尋找向前行的路，超越對立，突破
困局，重回理性務實的議政局面，恢復香港的元氣，
共同撫平香港的傷痕。

中國駐悉尼領館批萊德市議會干預修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澳洲新南威爾士州萊
德市議會近日通過一項所謂「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的
緊急動議。中國駐悉尼總領館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
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部勢力
無權干預。中方對新南威爾士州萊德市議會近期通過所
謂涉香港決議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根據萊德市議會 6 月 25 日的會議記錄，一名韓裔
市民 Chris Jho 提出「支持香港自由民主」的決議，
聲言修訂《逃犯條例》「威脅香港自由」、「影響港
人生活。」韓裔市議員 Peter Kim 與綠黨議員 Christopher Gordon 隨即提出緊急動議「支持香港的民主
運動」，內容涉及反對修例、支持抗議，及要求萊德
市市長代表市議會致函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等去「表達
立場」。
中國駐悉尼總領館發言人就萊德市議會有關涉香
港決議表態，強調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
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部勢力無權干預。中方對新
南威爾士州萊德市議會近期通過所謂涉香港決議表示
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指出，香港回歸以來，在「一國兩制」方
針指引下，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依法得
到充分保障，香港繼續保持發展、繁榮、穩定，成
就有目共睹。「我們敦促有關方面謹言慎行，不得
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預香
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不得以任何借口採取任何錯
誤言行。」

何啟明質疑對港了解多少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質疑，萊德市議會對香港的實際情況，特別是近期
的政治角力到底了解多少，而該市議會對香港運作指
指點點，有違國際慣例，「香港議會也不曾就萊德市
的運作發表意見，甚至加以干預。」
他強調，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中央堅守「一國兩
制」的原則，讓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主權，但以英美
為首的外國勢力，在香港「衛星」政黨及人等裡應外
合下，不斷插手香港事務，為香港添煩添亂。今次萊
德市的決定，是在火上澆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亦質疑萊德市議會是否
清楚、明白及了解修例的內容，及外國勢力和香港反
對派聯手在香港所策動一場又一場的行動。

陳恒鑌：助長亂港者氣焰
他認為，在目前複雜的形勢，該市議會單憑片面
的資料作政治表態並不適合，只會令人覺得他們是在
助長搞亂香港者的氣焰，又相信他們也不希望看到香
港的議會通過一些針對萊德市政府施政的議案。

邵家輝：港從無干預對方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也指，「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萊德市政府也不會希望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議會
干涉該市的事務，而有關動議並不合理。
他強調，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中央一直堅守
「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
由，依法得到充分的保障，社會繼續保持發展、繁
榮、穩定，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希望大家能夠重
回正軌，齊心合力，為未來打拚。

反對派議員庇
「佔旺」關注組促警執法

■「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舉報反對派議員阻撓警方行動。

■香港湛港青年交流促進會到警總慰問警方。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金融時報》10 日引述
多名知情人士稱，美國總統特朗普為重啟中美
貿易談判，在上月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前
通過電話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諾，會對香
港反修訂《逃犯條例》採取「較溫和」的態
度，其後與習近平在G20會面時再次重申此一
說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上圖）昨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關於中美兩國
元首大阪會晤的情況，中方已經發了消息稿，
「你可以去查閱，我沒有進一步補充的內
容。」
他續說：「關於涉港問題，我們的態度非常
明確：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政府、組織
和個人都無權干預。」

油塘貼「連儂牆」被圍 黑衣人吹雞堵港鐵站

港人之徒的陰謀得逞。

黎智英周二在美國華盛頓一個研討會上
繼續抹黑香港和中央。他聲稱，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 7 月 7 日的九龍區遊行演變
成「佔旺」，大批「口罩黨」夜晚非法霸佔彌
敦道。警方在清場期間，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區
諾軒、鄺俊宇及譚文豪刻意阻礙警方行動。
「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昨日到警總報案指，
該等反對派議員刻意阻礙警方執行職務，涉嫌
干犯「阻差辦公」罪，要求警方徹查並將他們
繩之以法。
「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一行數十人手持
國旗、區旗及示威標語前往警察總部請願。發
言人黃引祥表示，社會近期遊行示威不絕，口
講和平但實則裝備齊全的口罩暴徒，粗言穢語
和囂狂態度圍堵警員和平民，不斷衝擊社會法
規與秩序。
黃引祥批評 3 名反對派議員區諾軒、鄺俊

■在油塘張貼「連儂牆」的黑衣青年被市民
驅趕，並走入港鐵站內。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繼有黑衣
青年在大埔行人隧道「連儂牆」張貼反政府
標語和警員私隱資料後，昨日再有人在網上
號召同黨晚上 8 時到油塘港鐵站 A 出口張貼
所謂「連儂牆」，更準備好紙牌和貼紙等。
當時，有 6 名穿黑衣的年輕男女攜帶大量紙
皮響應到場，但迅即被大批市民包圍驅趕。
港鐵職員分開兩批人，並將 6 男女帶入港鐵
站。
晚上 9 時許，有人在網上號召增援被驅趕
的黑衣青年，其間與市民發生口角及爭執，
有人報稱受傷，港鐵站一度聚集了近 200
人，雙方互相指罵。警方機動部隊警員到場
設立封鎖線分隔開兩批人，部分警員手持盾
牌及警棍防止進一步衝突，更一度舉起紅旗
警告在場者勿衝擊防線，港鐵站 A1 出閘口
需暫時封閉。直到截稿時，事件仍未解決。

■港鐵油塘站昨晚聚集逾百名青年叫囂，警
方一度高舉紅旗警告，直至深夜事件仍未解
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鄧偉明 攝

宇、譚文豪，在 7 日晚警方清場時並非到場協
調，而是為示威煽風點火，包括出言挑釁，更
用粗言穢語指罵前線警員，令現場更加混亂，
並批評有關人等以「保護記者」為名，實為宣
傳自己的真人表演，行為已超出議員權力，並
已構成妨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及妨礙司法公
正。
「關注組」另一成員曹達明認為，立法會議
員離開立法會就沒有特權，惟反對派議員「知
法犯法」，阻礙執法人員的公務行動，故促請
警方立即執法。
另外，香港湛港青年交流促進會一行數十
人亦到警總集會，並向警方遞上鮮花及慰問
信。該會成員梁先生表示，自己身為中國香港
人，必定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