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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以
騷亂（riots）來形容
香港的連串遊行示威
以至暴力衝擊，令部
分一直以美國馬首是

瞻的香港激進分子玻璃心碎了一
地。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fb發文揶

揄：「香港一些跨洋過海，見到洋人
就必恭必敬的熱臉孔貼在最大最冷的
屁股上面了。」
在美國時間8月1日，特朗普在白
宮草坪接受媒體訪問。在被問及香港
局勢時，特朗普回應說：「你看看就
知道，那裡的riots（暴亂、騷亂）已
經持續一段時間。」
暴徒暴行數不勝數，包括暴力衝擊

中聯辦、塗污國徽；暴力衝擊立法
會、破壞大樓；暴力包圍警總、襲擊
警察；砸爛無辜貨車、毆打司機等，
惟暴徒一直大言不慚地將此等行為稱
為「和平示威」。如今，特朗普說出
「實話」，無疑令不少暴徒受到打
擊。
有激進分子就在「連登」討論區及

facebook叫停「激進抗爭」，如網民
「無人格的毒男」就稱：「而（）
家特朗普開到聲，我認為『激進抗
爭』應該馬上暫停，（因為）就算出
解放軍，特朗普都唔會理。」

「毒果」暗示特朗普「管」暴行？
同樣受到打擊的，還有此前對暴

行視而不見的部分媒體。《華盛頓
郵報》北京分社社長Anna Fifield就
即刻發出「推特」，「質疑」特朗
普的「riots（騷亂）」一詞；CNN
女主播Kristie Lu Stout則稱，特朗
普對香港騷亂的定性直接與反對派
提出的所謂「五大訴求」相衝突。

不過，反應最精彩的還是「蘋果新聞」，竟然
聲稱特朗普「放手不管」，此言是否暗示，在
此前香港發生的連串暴行是特朗普「管」的？
梁振英在fb發帖，指特朗普說香港過去一段長

時間發生暴動（riots），已「為事件定性，否定
『五大訴求』」。「請『泛民』譴責、割席、要
求下台！……以美國馬首是瞻的泛民和暴徒們，
收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涵

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回應傳媒提
問時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中國政府絕不允許任何外部
勢力插手香港事務，更不會允許任
何外國勢力企圖搞亂香港。我們嚴
正要求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遵守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恪守自
身作出的不插手香港事務的承諾，
停止為暴力活動撐腰張目，停止以
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

傳港實施戒嚴 造謠想製恐慌
被問及有消息稱，香港特區政府
將會就近日連串騷亂，在8月4日凌
晨申請駐港部隊對香港實施戒嚴，
並清理歐美國家駐港總領事館人員
和持有美國、英國護照者，華春瑩
批評，這不單止是傳言，「這根本
就是謠言！用心非常險惡，就是想
製造恐慌。」
她強調，「長期以來，香港享受
着和平繁榮與穩定，我相信廣大香
港市民對此感同身受，希望繼續維
護香港的長期繁榮與穩定的局面。
但今年6月以來，圍繞修訂《逃犯
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條例》問題，香港發生了一些遊行
集會活動，其間有一些激進示威者

蓄意挑起、製造暴力事件，嚴重威
脅公眾安全，對香港的法治、社會
秩序、經濟民生和國際形象造成了
嚴重影響。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
特區政府依法處置。」
華春瑩說：「必須指出，美國等

一些西方國家政府顛倒黑白，混淆
是非，就香港局勢煽風點火，妄加
評論，對目前香港局勢的發展起到
了非常壞的作用，這樣的行徑是對
中國內部事務的粗暴干涉。我們奉
勸這些外國勢力認清形勢，認清中
國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維護香港安全與穩定秩
序的決心和能力，千萬不要企圖火
中取栗。希望他們及時懸崖勒
馬。」
她提醒，「我們希望記者朋友們

在報道時，一定要把普通香港市民
的訴求與極少數激進暴力分子的暴
力違法活動區分開來，千萬不要讓
廣大香港市民被極少數激進暴力分
子綁架。相信廣大香港市民對此有
清醒的認識。我也看到報道稱，有
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對於極少數激
進暴力分子危害香港秩序和安全的
行為表達了不滿。希望香港社會盡
快恢復安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涵）美國總統特朗普就香港事態

表示，香港的騷亂（riots）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不清楚中方

態度，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相信中方自己會處理這個問

題，他不會給予建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這次特朗普總統有兩句話說的是對的：第

一，香港目前出現的是一種騷亂或者說暴動；第二，香港是

中國的一部分。「我們嚴正要求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遵守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恪守自身作出的不插手香港事務

的承諾，停止為暴力活動撐腰張目，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

港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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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fb發文揶揄。 fb圖片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交部駐
港公署特派員謝鋒昨日在「2019前海合作
論壇」開幕式發表演講，嚴厲譴責外國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警告外國勢力收回黑手、
停止玩火，停止虛偽的雙重標準，停止縱
容暴力違法分子，停止破壞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謝鋒說，近一時期，香港社會圍繞修
例問題出現紛爭。一些極端激進分子訴
諸暴力，衝擊立法會、包圍員警總部、
堵塞交通要道、抗法襲警，甚至公然衝

擊中央駐港機構，污損國徽，噴塗侮辱
國家、民族的字句，嚴重踐踏香港法
治，觸碰「一國兩制」的底線。
他指出，「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

亂」，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是香
港良好營商環境的基礎，是香港保持繁榮
穩定的基石，絕不能坐視一小部分人肆無
忌憚地踐踏。愈來愈多的香港市民站出來
向暴力說「不」，支持特區政府和警方依
法追究暴力違法分子，重塑法治環境。特
區政府也在真誠聆聽社會意見，引領香港

社會重回理性對話、聚焦發展的正途。
他重申，中央政府堅決支持林鄭月娥
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
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決支持香港
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構依法懲治
暴力犯罪分子，堅決支持愛國愛港人士
捍衛香港法治的行動。
謝鋒又指，針對外國勢力的干預言

行，外交公署針鋒相對、堅決鬥爭，第
一時間交涉，第一時間發聲，旗幟鮮明
譴責外國勢力干預特區事務和中國內

政，全力以赴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香港
繁榮穩定，團結一致匯聚香港社會反對
外部干預的強大正能量。

公道自在人心 風雨過後是彩虹
他說：「我們正告外國勢力收回黑手、

停止玩火，停止虛偽的雙重標準，停止縱
容暴力違法分子，停止破壞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公道自在人心，風雨過後是彩虹。任何破
壞香港繁榮穩定的圖謀注定不會得逞。

謝鋒促外力收回黑手停玩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楊潔篪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訪問時，批評美國
等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在香港的修例風波中顛
倒黑白、混淆是非，不斷就香港局勢煽風點
火、妄加評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
日在例行記者會回應記者提問時舉例說，美
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6月時居然公開
稱，發生在香港的示威遊行是「一道美麗的
風景線」。華春瑩說：「我希望這樣的『美
麗風景線』在美國多一些。」
華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傳媒提問時

表示，楊潔篪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提到
了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在香港的修例風波中所
扮演的不光彩和惡劣角色，包括安排高級官
員會見反中亂港頭面人物，為香港激進暴力
分子的違法行為撐腰打氣。

美議長稱港遊行「美麗風景線」
她引述公開報道說，今年2月底、3月

初，時任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公然指責香港特
區政府修例和「一國兩制」。3月，美國副
總統彭斯會見赴美游說的香港反對派中人。
5月，蓬佩奧會見香港反對派中人，公然妄
議香港特區修例事務。6月，美國國會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居然公開稱，發生在香港的示
威遊行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她續舉例，美國部分國會議員重提所謂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7月，彭斯、
蓬佩奧、博爾頓分別會見反對派中人。
「從近期媒體大量曝光的畫面看，香港暴
力遊行隊伍當中出現了不少美國人的面
孔，甚至一度還出現了美國國旗。所以，
關於香港最近的事態，美國欠中國和世界
一個交代。」
華春瑩強調，「我注意到近日美方有人

否認美方在香港局勢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
色。如果他們能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並承
諾，他們沒有而且不會干預香港事務，我們
將非常歡迎。」

說的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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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發 生 的 是 騷 亂

（riots）。

盼遊行「美麗風景線」在美國多一些

中美新一輪貿易談判剛剛在上海結束，美
國總統特朗普又突然發難，公佈對餘下3,0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10%關稅，於9月1日
起生效，充分暴露其出爾反爾、言而無信的
秉性。新加徵關稅的產品都是美國人必須的
消費品，美國消費者將是最大受害者。中國
有底氣、有準備應對美國刻意挑起的貿易爭
端，特朗普要為此引起的一切後果負責。

雖然特朗普威脅的新一輪加徵關稅商品清
單尚未公佈，但根據早前美國政府發佈的一
份清單草案，其中包括消費品和科技產品，
涵蓋蘋果的主要產品如 iPhone，還有玩具、
鞋子和服裝，都是美國消費者日常生活必須
的產品。

美國購買的42%成衣及69%鞋類均為中國製
造，因此消息一出，主要商界團體立即批評
此舉將直接打擊美國消費者。美國鞋類經銷
商和零售商委員會（FDRA）主席在一份聲明
中說：「我們感到沮喪」，更批評特朗普利
用美國家庭作為貿易戰談判的人質，指關稅
措施損害美國消費者遠多於中國製造商。投
資銀行瑞銀預期，美國一旦落實對餘下3,000
億美元中國商品徵收10%關稅，相當於向美國
消費者徵收約300億美元稅項，或相當於美國
GDP的0.15%。如果計入對經濟的累積影響以
及中國可能實施的反制措施，可能拖累美國
經濟增長達1%。

特朗普經常吹噓其關稅政策令中國經濟受
損，但實際數據反映，這明顯與事實不符。
中國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 6.3%，依
然保持了平穩較快增長。上半年中國外貿進

出口總值14.67萬億元（人民幣，下同），比
去年同期增長 3.9%；貿易順差 1.23 萬億元，
擴大41.6%。市場分析認為，中國對外貿易整
體情況比較平穩，體現了中美貿易戰下中國
經濟的韌性。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上半年中
國出口商品中附加值較高的機電產品保持着
較強的增長勢頭。在與世界各經濟體的貿易
關係上，歐盟仍然是第一大貿易夥伴，而東
盟已超越美國，成為第二大貿易夥伴，美國
退居第三。與此同時，「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成為貿易增長的新引擎，按年增長達9%。
數據清晰顯示，中國積極開拓市場，有足夠
能力承受對美貿易惡化的衝擊。

中國是一個有着14億人口的大國，消費支
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0%，相反貨物和服
務的淨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只有20%，強勁
的內需消費，已成為拉動經濟的最主要動
力。中國7月財新製造業PMI終值49.9，較預
期的 49.6 為佳，經濟下行壓力已經減緩。被
美國打壓最嚴重的華為，銷售量不跌反升，
而且高歌猛進。位於波士頓的諮詢公司 Strat-
egy Analytics 最新報告顯示，今年第二季全球
智能手機需求按年減少3%，但華為的全球市
佔率由去年同期的 15.5% 上升至 17.2%。中國
經濟亦如華為一樣，在外部壓力下穩健前
行，堅持發展就是對抗美國貿易霸權最好的
牌。

當前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在此大環境下，特
朗普不思考如何改善與主要貿易夥伴的關係，
尋求雙贏，反倒行逆施揮動關稅大棒，最
終必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特朗普出爾反爾後果自負
警方昨日分別在天水圍及火炭檢獲煙霧彈、

汽油彈等具傷力的武器，先後拘捕11人，包括
已被取締的「香港民族黨」的召集人陳浩天。
在昨晚舉行所謂公務員集會，則有人連日來不
斷煽動8月5日「三罷」行動（罷工、罷市、
罷課）。「港獨」已不再流於口頭，而是付諸
極之危險的違法暴力。「港獨」暴力惡行變本
加厲，對本港法治安定、公眾安全構成越來越
大的威脅，層出不窮的政治集會、罷工打開違
法暴力的魔盒，更不斷美化、英雄化暴力行
為，成為「港獨」暴力惡化的幕後推手。

警方近日破獲「港獨」分子的武器庫，繳獲
大批可造成嚴重傷亡的武器，「港獨」標誌性
人物陳浩天更被警方當場緝拿，說明過去所謂
「港獨」是言論自由的論調，根本是一派胡
言。如今鐵一般的事實證明，「港獨」勢力正
在處心積慮策動血腥的「武裝革命」，「港
獨」分子的所為儼如恐怖分子，不惜犧牲大量
市民、警察的生命，企圖製造駭人聽聞的恐襲
事件，把平安和諧的香港變成敘利亞、利比
亞。

此次反修例風波中，示威者屢屢舉出港英
旗、美國旗，叫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衝擊中聯辦、玷污國徽，觸碰「一國兩制」底
線，明目張膽鼓吹「港獨」，也說明反修例風
波發展至今已經變質，其目的在於癱瘓政府、
奪取香港管治權。為了達到此目的，反修例的
暴力越演越烈，越來越無人性、無底線。而無
日無之的反修例集會示威，以及即將舉行的

「三罷」行動，為暴徒撐腰壯膽，是暴力
猖狂氾濫的最根本原因。

昨晚的所謂公務員集會，就呼籲政府要回應
激進分子及「港獨」勢力提出的「五大訴
求」，「五大訴求」其中之一，就是「不追究
『反送中』抗爭者」，等同威脅政府要讓衝擊
立法會、中聯辦、警察總部、襲警的暴徒逍遙
法外，對像陳浩天之流的「港獨」分子，即使
窩藏危險武器，政府也不要追究其刑事責任。
反對派、縱暴派及「港獨」分子正按照「劇
本」，一文一武，明暗配合。集會示威罷工騎
劫民意，給「港獨」分子、暴徒提供輿論支
持，「港獨」分子、暴徒破壞法治、衝擊警方
更有恃無恐，不斷將暴力衝擊升級，甚至製造
更轟動的流血事件，為「三罷」製造聲勢，繼
而全面癱瘓香港社會正常運作，迫政府就範。

事到如今，廣大市民必須看清，所謂公務員
政治集會及「三罷」行動，不僅要掀起「第三
波抗爭」，企圖進一步打擊管治、癱瘓經濟、
擾亂民生，將全港市民捲入政爭，被迫作政治
歸邊，將對立仇恨深植所有普羅大眾心中，令
香港更撕裂，而且以「和理非」包裝政治集會
及「三罷」行動，更是「港獨」分子、違法暴
力的保護傘。不論政治集會、「三罷」行動的
組織者、參與者口號叫得多漂亮、多動人，再
怎麼宣揚堂而皇之的「民主自由公義」，都掩
蓋不了其鼓吹、煽動暴力的本質。在這些縱暴
派繼續掩護下，暴徒必更肆無忌憚，恐怖主義
必將抬頭。

廣大市民不想香港再亂下去，不想香港由安
全和諧的國際城市，淪為「暴力之都」、「恐
襲之都」，就應該義無反顧地向暴力說不，向
形形式式的政治集會及「三罷」行動說不。

政治集會罷工是「港獨」暴力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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