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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展示平暴止亂堅定意志 為港恢復法治安定定調指路

國務院港澳辦及香港中聯辦就香港目前的局
勢，在深圳舉行座談會。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通
報了中央關於穩定香港當前局勢的重要精神。
這是到目前為止中央對香港時局最明確清晰的
表態，顯示中央對香港局勢準確判斷，並對修
例衍生的暴力運動的幕後策劃者、組織者和指
揮者，各種「反中亂港」勢力，發出最嚴厲的
警告，給予香港各界對止暴制亂、恢復法治安
定最大的信心，有利香港各界消除迷惘和焦
慮，看清前路，支持特首和警隊依法遏止暴
力，讓香港恢復秩序和安寧。可以說，中央為
香港下一步如何走定調明路。愛國愛港陣營在
此關鍵時刻，更要積極大膽傳播正義聲音，弘
揚正氣，凝聚更廣大愛國愛港正能量，不負中
央和廣大香港市民的殷切期盼。
修例風波衍生的暴力運動擾攘至今近兩個
月，且愈演愈烈，對香港的法治安定構成嚴重
威脅，香港到了危急的時刻。在此重要關頭，
張曉明主任傳達中央針對香港局勢的重要精
神，起到釋疑止惑、穩定人心的「及時雨」效
果。
張曉明指出，香港正面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
局面，當前最急迫和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止
暴制亂，恢復秩序，共同守護我們的家園，阻

止香港滑向沉淪的深淵。他更表明，按照基本 然是警告策劃、推動、慫恿暴力運動的「反中
法規定，中央有足夠多的辦法、有足夠強大的 亂港」勢力，不要誤判形勢，不要把中央的克
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現的各種動亂。這番講話 制當軟弱，不要低估中央和全國人民捍衛國家
表明，中央對香港局勢有準確清晰的判斷。回 主權、安全、統一，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強
歸 22 年來，中央積累了「一國兩制」之下引 意志和堅定決心。縱暴派應知所進退，不要一
領香港特區前行的豐富實踐經驗，並且具有強 意孤行。
特首是在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
大意志和能力主導引領香港的發展大勢。儘管
現在香港受到嚴重衝擊，但仍然在中央的掌控 執行基本法的第一責任人，是特區政府管治團
之中。座談會傳達中央關於穩定香港當前局勢 隊的核心。警隊是維護香港社會治安的支柱，
的重要信息，提醒港人有中央做後盾，見到亂 也是守住社會穩定的最後一道屏障。香港能否
事不要怕，不要自亂陣腳，給港人派下「定心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關鍵仍然要靠特首和警
丸」，加強香港社會對穩定局勢、回復發展正 隊。張曉明明確表示，中央對林鄭月娥的工作
一直充分肯定，同時對林鄭特首帶領特區政府
軌的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張主任表示，正如香港不少 依法施政是百分之一百支持。中央對香港警隊
人士所說，修例事件已經變質，帶有明顯的 的支持也是堅持不移、毫不動搖的。話語斬釘
「顏色革命」特徵。「顏色革命」的判斷首度 截鐵，表明中央挺特首、挺警隊，也相信特首
見諸中央表態。他特別引用習近平主席的明確 林鄭月娥有智慧、有能力應對好香港當前局
宣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 勢，帶領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再出發、再前進，
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 激勵特首和警隊對國家和香港負責，迎難而
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 上，有擔當、敢作為，堅定依法止暴平亂、果
碰，都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在這個大原則之 斷懲治違法行為，維護香港法治安定，確保
行穩致遠。
下，中央的底線和對策都非常明確：對公然挑 「一國兩制」
張曉明還對香港主流民意作出了準確評估。
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違法犯罪活動，都
必須堅決追究法律責任，包括追究幕後策劃 他指出，雖然當前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民意和
者、組織者和指揮者的刑事責任。這番話，顯 訴求，但最大的民意是求穩定、求安寧，盡快

恢復社會正常秩序。香港不能再亂下去了！這
是廣大香港市民包括「沉默的大多數」的共同
心聲。這是中央對香港民情民意非常清晰的概
括。香港作為法治、文明、安全的國際城市，
尊重法治、堅持理性和平非暴力，依然是香港
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廣大市民反暴力、守法
治、求穩定、謀發展的訴求沒變，扭轉香港當
前局勢有堅實的民意基礎，相信自己、相信香
港、相信国家，香港一定能否極泰來。
一直以來，愛國愛港陣營都是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基
本依靠力量。張主任希望，愛國愛港力量要發
揮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中流砥柱作用。按照中
央要求，堅決止暴制亂、穩控局勢，是當務之
急，愛國愛港陣營更責無旁貸。愛國愛港陣營
舉辦的「6·30」、「7·20」兩場大型集會，充
分展示香港有正氣、重公義。未來，愛國愛港
陣營一定會再接再厲，帶頭落實好中央精神，
為香港社會攜手解決問題凝聚更強力量、夯實
更堅基礎，與特首、政府和警隊共同努力，止
暴制亂，穩住局勢，齊心協力推動香港「一國
兩制」實踐持續穩步推進，捍衛香港 700 萬市
民的整體利益。

「眾志」密會美官 獻計「制裁」香港

「聰鋒」鬼祟見美領館「政治部主管」擬速赴華盛頓再「唱衰香江」
美政客近期干預港事摘要
時間：8月7月
人物：美國參議員柯頓（Tom Cotton）
內容：揚言「香港不要重演 30 年前的北
京事件」。

時間：8月6月
人物：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

內容：「美國兩黨會繼續和港人（指反對
派）站在同一陣線，促請特朗普政
府暫停向香港警方出售彈藥及控制
人群的設備。」

時間：8月2日
人物：美國眾議院人權委員會主席史密斯
■前日黃之鋒（左二）、羅冠聰（左三）、彭家浩（左一）、張崑陽（右一）在金鐘萬豪酒店與 Julie ■特朗普 2020 競選團隊的 fb 專頁貼出香港暴徒手持美國國旗的圖片公然撐
Eadeh會面。
網民供圖 暴。
fb截圖

連串政治活動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越來越明顯地
參與其中。有網民發現，本月 6 日傍晚，「香港眾志」
頭目黃之鋒、羅冠聰等 4 人，突然現身金鐘萬豪酒店大
堂，與一名外國婦人鬼祟見面。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證，該名外國婦人是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政治
部主管」Julie Eadeh。他們碰面後，Julie Eadeh 隨即帶同各人轉到酒店另一處繼續密談。據消息透
露，他們密談的內容與近期的香港事件有關，而黃之鋒則極可能短期內赴華盛頓與美國政客見面，
要求美方「制裁」香港。事件曝光後，黃之鋒昨日通過其臉書承認，會面的其中內容，就是談論
《香港人權民主法》的立法進程，以及「促請美國停止出口催淚彈和橡膠子彈予香港警察」。令人
感到「巧合」的是，前日一起參與密會的浸會大學前外務副幹事長張崑陽，昨日早上以「學界代
表」身份，要求美英政府盡快通過「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日下午，網上流傳出一張黃之鋒
昨等人與一名洋婦人在酒店見面的

相片。據發出此相的網民透露，前日
傍晚 5 時許，他在萬豪酒店大堂等友人
時，突然發現黃之鋒、羅冠聰及另外
兩名衣着整齊的年輕人坐在酒店大堂
的梳化，神色嚴肅似乎在等待着什
麼。至下午 5 時 30 分左右，一名手持
文件夾的洋婦匆忙走入酒店大堂，4 人
看到立即站起身來。這名網民表示，
在簡短交談期間，黃之鋒等人「表現
得非常地恭敬，好像（下屬）接
（會）見大老闆一樣」。兩分鐘後，
洋婦人便帶領 4 人「轉場」到酒店其他
地方繼續「密斟」。香港文匯報記者
查證，該名外國婦人就是美國駐港澳
總領事館政治部主管Julie Eadeh。

反對派接力赴美
「唱衰」
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他們「密斟」
的話題都是圍繞着香港近期發生的一連
串社會事件，有人更向美方建議要「制

裁」香港。消息並透露，美方極可能安
排黃之鋒等短期內到美國與華府高官及
國會議員會面。過去幾個月，美國曾邀
請多名香港反對派頭目赴華府討論如何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問題，包括前政
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民主黨創黨主席李
柱銘、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
今年3月18日，香港文匯報就揭發黃之
鋒與「眾志」核心人物周庭以及李柱銘偷
偷進入美國駐港總領館密商。據悉，當時
美國就邀請黃之鋒赴美，但黃因證件問題
未能成行。資料顯示，近幾年，黃之鋒曾
多次赴美與美國政客見面並「唱衰香港」，
更獻計美國反華政客，要求制定「香港民
主與人權法案」。

搞
「英美港盟」
公然勾外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並獲悉，前日有份
參與會面的張崑陽及彭家浩均是「香
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成員，
該組織昨日舉行記者會，聲稱將於 8 月
16 日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英美港

張得民、齊正之

盟」集會，張崑陽稱集會的訴求包括
促請英國政府關注《中英聯合聲
明》，及促請英美兩國通過「民主人
權法案」，更稱「要透過法案制裁香
港官員」。
資料顯示，張彭兩人與黃之鋒關係
密切，張崑陽曾多次與黃之鋒合作舉
辦論壇，曾公開表明自己是「本土
派」。彭家浩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前副
會長，目前是地區組織「維多利亞社
區協會」成員，並將會出戰年底區議
會選舉。

黃認乞美推
「香港人權法」
黃之鋒前日與美國駐港澳總領館高
官密會一事曝光後，黃之鋒昨日只好
承認此事，他在其臉書上稱，「會面
內容，就是談論《香港人權民主法》
的立法進程，亦促請美國停止出口催
淚彈和橡膠子彈予香港警察。」但同
時詭辯稱，「跟駐港領事交流，根本
沒有什麼特別」云云。

遊行屢現「星條旗」 反對派乞美增干預

在反對派近期藉「反修例」進行的一系列反特區政府

反對派近期舉辦的
多次所謂「反修例」
&
遊行都出現「星條
旗」（美國國旗），
而這種現象在 7 月 21
日的港島遊行時達到最高峰，遊行
人群竟出現數十面美國國旗。香港
文匯報記者獲悉，這種舉動是反對
派組織刻意安排的，目的是要透過
媒體，乞求美國「支援香港」。
自 7 月以來，在反對派一系列遊
行集會場合，不時出現美國國旗。
其中在7月14日沙田遊行時，香港
文匯報記者見到，有兩名手持美國
國旗的人故意走到遊行隊伍前列，
揮舞星條旗，更聲稱目的是要「被
電視台影到，吸引外國媒體注
視」。而在此後的遊行中，美國旗
的出現數量一次比一次多。如在 7
月 21 日的港島區遊行中，竟出現
數十面美國旗，其中有約十多面美
國旗更擺出一個方形旗陣，旗隊更
圍曉着一幅乞求美國總統特朗普並
印有「解放香港」字句的英文橫
額。至於在 8 月 3 日的尖沙咀暴力
衝突現場，亦出現了一大隊人揮動
美國國旗的現象，而當日的揮旗照
片也被貼在特朗普競選團隊fb專頁
上。
反對派一直希望能乞求美國更高
調地干預香港問題，過去兩個月亦
無所不用其極，以不同方法企圖引
起美國注視，包括在美國報章刊登
廣告和發起白宮聯署活動，最近更
肆無忌憚地在公眾遊行中揮動美國
旗幟，明顯是想出賣香港利益來乞
求「美援」。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Christopher Smith） 、 麥 戈 文
（James McGovern）

內容：聯署致函華府，要求暫停未來對香
港警察銷售彈藥和防暴控制設備。

時間：7月30日
人物：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里契
（James Risch）

內容：要求特區政府全面撤回《逃犯條
例》，並進行獨立調查。

時間：7月29日
人物：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中國問題委員
會主席、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

內容： 大肆誣衊 7 月 21 日元朗衝突事
件。

時間：7月29日
人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內容：聲稱「示威是適當，希望中國做出
正確的事情，尊重涉及香港的協
議」。

時間：7月26日
人物：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主席恩格爾
（Eliot Engel）

內容：指香港警方「在處理示威中使用的
暴力，令香港國際聲譽蒙污」。

時間：7月8日
人物：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
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內容：會見香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
英，討論香港《逃犯條例》修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