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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美國副總統彭
斯、國務卿蓬佩奧、
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
理博爾頓等分別會見
了壹傳媒創辦人黎智
英，討論香港的「修例
問題」，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昨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批評，美方
個別政客無視國際法
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一而再、再而三
地粗暴干涉香港事務
和中國內政，對外發
出嚴重錯誤信號，中
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
決反對，已就此向美
方提出交涉。
耿爽在記者會上強

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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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部勢力干預的決
心也堅定不移。任何
妄想在香港製造混
亂、破壞香港繁榮穩
定的圖謀都必將遭到
包括廣大香港同胞在
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
反對，既不得人心，
也不會得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實習記者
韓昕媛北京報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黃柳權昨日在北京會見香港「就
是敢言」訪京團一行。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就是敢言」主席張俊勇其後引述黃
柳權在會面中表示，香港近期發生的暴
力衝擊等事件，主要還是因為部分人對
基本法缺少全面準確的了解，又強調中
央會繼續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希望香港能盡快回到正
軌，修補分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會見「就是敢言」訪京團
張俊勇表示，「就是敢言」訪京團此

行主要與港澳辦、全國港澳研究會等機
構負責人見面，介紹香港當前最真實的
情況，並就香港社會特別是香港青年人
的工作進行交流討論。
他引述黃柳權在會面中提及香港近期
發生的暴力衝擊等事情，同時強調中央
會繼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黃柳權副主任還指出，香港最近
出現的情況，很大部分是源自大家對基
本法不了解、不認識。如果大家深讀基
本法，很多問題就會有解釋了。他還希
望香港盡快修補分裂，回到正軌，不要
浪費時間。」
張俊勇認同，香港近期所發生的事

情，是一批對中央政府、司法制度、憲
法秩序不太熟悉和了解的人，表現出對
中央不太信任的表現，只要大家都全面
準確了解基本法，就會理解很多事情，
「比如說，中央與香港的關係，我個人
認為，這次在修例方面，中央真的沒有
太多參與，完全是香港政府自己提出
的，但是因為一些外國勢力的干涉，讓
一個原來很簡單、很正義、很公益的一
件事變得很複雜。」
他續說，與此前的違法「佔中」相

比，近期所發生的暴力衝擊行為已經有
所演變。各界在應對方法上也應該有所
變化，特別是針對年輕人的問題上也應

該考慮改變過去的一些方式方法。「讓
他們明白他們的訴求可以溝通，他們的
一些期望值也可以達到。希望盡快能修
復這些分裂。」
不過，張俊勇同時批評，近期出現的
一些情況是極端的、違法的，「這種衝擊
行為，現在幾乎每周都會出現，這是一
種『新常態』。這種行動已經嚴重影響香港
國際形象和香港居民的生活。他們是非
一般的遊行示威，目的已經不是單純表
述他們的意見，政府不斷讓步，表示願
意傾聽和溝通，但是很顯然與政府溝通
並不是他們的目標。」他直言，該部分人
妄圖推翻政權的目的在香港是不可能實
現的，因為香港的背後有偉大的國家的
支持，香港的繁榮穩定也正是靠「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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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柳權冀港回正軌 勉準確了解基本法

黎智英在「美國之音」的訪問中聲稱，「香港民
眾正在同美國一道，與中共進行一場價值觀的

戰爭」，而香港「正在犧牲我們的自由、生命以及我
們所擁有的一切，站在前線為你們而戰。難道你們不
應當支持我們嗎？」
他續稱，香港「需要知道美國站在他們身後」，乞
求彭斯和蓬佩奧發表「支持香港」的言論，「美國議
員現身香港，對香港人表達支持，這會給港人帶來巨
大的鼓舞和信心。」
黎智英更向美國討「資源」，稱美國可以給香港提

供沒有給中國的「技術支持」，在貿易和金融方面給
予香港更多的「優惠」，讓香港再次成為一個「自由
港」、成為「一流的城市」，才能擁有更多的「資
源」抵抗「中國的迫害」。

人大代表籲港青勿陷陰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狠批，黎智英自認漢奸，承
認賣國賣港，還自詡自己做了「正義」的事，非常無
恥，而他主事的壹傳媒的所有「宣傳」都是在誤導市
民，給香港人洗腦。黎智英是次高調「訪問」美國，不

光是當棋子，還要當「馬前卒」，完全是厚顏無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表示，黎智英的行為傷害
國家、傷害香港，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在整個修例的
過程中，是一直都有類似黎智英這樣外國勢力的「代理
人」從中危害香港，而不是政府與市民「過不去」，或者
政府「打壓」市民的「訴求」。
他直言，很多事情並非表面看起來那樣單純，其背

後實另有陰謀，例如不少年輕人其實到今天都不知道
修例的全貌，希望年輕人自己思考和判斷，認清事
實，才考慮自己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政協委員斥賣國分裂香港
全國政協委員施榮懷批評黎智英賣國，企圖想分裂

香港，「仲衰過吳三桂引清軍入關，是離晒譜的漢奸
行為！」他直言，自己早已完全不幫襯《蘋果日報》
和黎智英的其他業務。事實上，黎智英聲稱自己是為
了香港的民主，不是「搞港獨」，但《蘋果日報》所
「宣傳」的完全不是民主，全是在破壞香港的價值
觀。他相信，香港市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可以認清
黎智英的真面目，並予以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思文）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在華盛頓為期一周的「訪

問」備受「矚目」，分別與

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

佩奧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

務助理博爾頓會面。美國輿

論戰「橋頭堡」、美國之音

（Voice of America,

VOA）訪問了黎智英「總

結」行程。黎智英在訪問中

直指，「香港在敵營為美國

而戰」，故「理應得到美國

的支持」，恬不知恥地自認

漢奸。香港政界人士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黎智

英賣國賣港，通過其主事的

壹傳媒企圖「洗腦」港人，

當美國「馬前卒」，希望香

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人要擦

亮眼睛，獨立思考和判斷，

看清一系列因修例產生事件

的背後陰謀和外國勢力介入

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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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協慣性雙標 無視TVB遭打壓
在近日連串示威中，前

線警員與到場報道的記者
發生衝突。一直被指偏袒
黎智英屬下壹傳媒集團的
香港記者協會，近日發起

在周日（14日）遊行，要「停止警暴」。
有網民批評記協雙重標準，在有人針對無
綫電視新聞報道、施壓要商界抽廣告時不
發一言，完全是雙重標準。
記協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獨立評論人
協會、大專新聞教育工作者聯席、明報職
工協會、壹傳媒工會及香港電台節目製作
人員工會在發起遊行的聲明中稱，在近期
連串示威活動中，記者採訪「多次被警方
無理驅趕、推撞、辱罵，以至被警棍打
傷、被布袋彈擊中，記者連自身安全亦受
威脅」，故發起「停止警暴·捍衛新聞自
由」新聞界靜默遊行。
維護新聞自由，絕對無人反對，在示威
期間前線警員與到場採訪的記者發生衝突
亦屬不幸事件，需要改善以免日後重演，
但不少網民將矛頭指向記協，批評記協
「雙重標準」。「Chan Wah Tak」留言
道：「油塘站示威者辱罵TVB記者記協關
注左（咗）未？」
「Eddie Peng」亦質疑記協為何不為

TVB發聲：「連登因為TVB新聞
報道手法，向TVB廣告商施壓，
令廣告商抽起廣告，咁都無打壓新
聞自由？咁記協作用有咩？原來就
係只幫黃媒出聲？哦～明白晒～」

懶理失德記者 放縱私刑
有人就重提在九龍區遊行後，有示威

者聲稱一名短髮女子「影人相」而拉扯
甚至非禮對方。「莫子軒」就留言質
疑：「成班男人捉住個女唔郁得，記者
仲要將鏡頭隊埋佢塊面去影近鏡，呢啲
就係你地（哋）記者嘅專業操守？成班
幫兇一樣！」
「Wilson Yip」亦稱：「當日一名女

子被當眾使用武力搶奪手機非禮及非
法禁錮，大量記者只顧拍攝受害
者，對暴民視而不見亦不敢拍
攝暴民樣貌，亦無對受害
者加以援手實為記者
之恥辱，有良知的市
民必定會抽出黑心記
者 還 受 害 者 一 公
道。」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陳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涵）外部勢力的不斷
介入，令香港社會一直難以回歸安寧。前日，
英國官方竟致函鼓吹「港獨」的「香港獨立
黨」，再次表明「關注」香港事務；美國政
治學者Walter C. Clemens, Jr.近日則發表長
文，稱香港可以「獨立」；以鼓吹「台獨」
作為政治籌碼的前台灣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
美國接受訪問時，則「要求」香港特區政府

「必須回應人民訴求」。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外部勢力不斷伸手，無非是企圖通過「煽獨」搞亂
香港，並以此施壓中國。

港政界：外力無權干涉港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出，中國正不斷崛

起，西方很多國家如美國等都通過各種手段施壓中
國，例如打「香港牌」。現在很明顯的情況就是「五
獨」勾結，包括「台獨」、「港獨」、「疆獨」等。
「搞『港獨』到底對誰有利？美國人會為香港好？」
他續說，蔡英文一向用親美、搞「台獨」作為政治籌

碼，為了政治利益出賣台灣人民和中國人民的利益。無論
如何，搞「港獨」的人是要害死香港，香港市民要相信國
家、相信香港、相信自己，「不搞『港獨』是我們最起碼的
底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批評，蔡英文自己都

沒有回應台灣人民希望和平發展、不希望兩岸關係如此緊張的
訴求，無法滿足島內人民訴求，遂將政治焦點外移。「她不要
忘記，她不是香港的議員，更不是香港的特首或者立法會議
員。」
他批評，蔡英文作為台灣地區領導人，應該先搞好台灣人民
的生活，不應以打擊別人來轉移問題焦點，而搞「台獨」就是
害己害人。歷史證明，任何國家分裂受害的都是當地的人
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振彬表示，相信絕大部分香港人都看
到，今次整個衝擊或者一些暴行，外部勢力介入很深，尤
其在政府回應了市民訴求後，外國依舊在不斷插手，其
實是在挑動香港人。「我希望他們能夠尊重香港，更不
要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
他同時希望，香港市民能夠看清楚，這些外部勢力企圖

將香港變成他們的「棋子」，尤其是蔡英文，大家也看得
很清楚，她不過是為了地區選舉而在美國還要繼續煽動年
輕人，「她自己也是中國人，更應該在這個時候尊重國家
的內部事務，不要跑到美國對香港是次事件指手畫腳。」

全國政協委員施榮懷說，香港的事務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事務，外國不應該對中國事務指手畫腳，即使
台灣是我們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也不應該、
沒權利對香港的事務指手畫腳。
他相信，香港大部分市民是看得清楚的，「美國

一方面與中國在貿易方面打仗，另一方面又說要支
持香港事務，不知道是什麼邏輯，但絕對不是真心希
望香港好。」

英美唱雙簧
串聯諸「獨」

■黃柳權在國務院港澳辦會見了以張俊勇為團長的香港「就是敢
言」訪京團一行。 國務院港澳辦網頁圖片

■ 7 月 11
日，黎智英
又與博爾頓
會面。

網上圖片

■7月8日起，黎智英跑到美國與美國副
總統彭斯（左圖）、國務卿蓬佩奧（右
圖）會面。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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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各區出現所謂
的「連儂牆」，其間出
現了不少外國人的身
影。在油塘大前晚爆發
衝突期間，有市民發現
多名外國人在場，但他
們並無參與示威，而是
在人群中以至一段距離
外「監控」。有人在黃
大仙發現一批示威者架
設所謂「連儂牆」時，
也有一名外國人在場
「監工」。到底這些是
什麼人？相信要有待執
法部門調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