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駐港公署急晤美領館嚴正交涉
美官被揭密會黃之鋒羅冠聰 中方促與反中亂港分子割席停干預

鼓吹「自決」的「港獨」分子黃之鋒、羅
冠聰，被揭發於8月6日在金鐘萬豪酒

店大堂與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政治部主
管」Julie Eadeh會面。香港文匯報引述了消
息透露，有關人等密談的內容，與近期香港
發生的連串事件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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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通過其臉書承認，會面

的內容就包括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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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媒體報道美國駐港總領館官員接觸香港

「港獨」組織頭目一事，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有關負責人8月8日緊急約見美駐港總
領館高級官員，提出嚴正交涉，表達強烈不滿
和堅決反對，要求美方就此作出澄清。
公署有關負責人強調，中方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意志堅定不移，堅決
反對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以任何方式干預
香港事務。「我們強烈敦促美駐港總領館人
員恪守《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維也納
領事關係公約》等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恪守領事人員身份與職責，立即與各種
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限，立即停止向違法暴
力分子發出錯誤信號，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

務，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謝鋒：中央堅決挺特首警隊
另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載，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謝鋒8月6日應約會見即將離任
的俄羅斯駐港總領事科茲洛夫．亞歷山大期

間，向對方闡述了中央政府對當前香港事態
的原則立場，強調中央政府堅決支持林鄭月
娥行政長官帶領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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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損害香港繁榮穩定。
亞歷山大總領事則表示，俄方一貫認為香港

事務是中國內政，相信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
府完全有能力自己解決，也相信香港將在「一
帶一路」建設和大灣區建設中取得更快更好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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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左二）、羅冠聰（左三）、彭家浩（左
一）、張崑陽（右一）8月6日在金鐘萬豪酒店與Julie
Eadeh會面。 資料圖片

■8月6日，謝鋒特派員應約會見即將離任的俄羅斯駐港總領事科茲洛夫．亞歷山大。
外交部駐港公署網站圖片

「反修例」暴亂持續兩月未息，各色人等各區發
難，讓香港亂象不止。隨着暴力運動的發展，「顏色
革命」的本質不斷顯現，有人直接叫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口號，「港獨」訴求圖窮匕現。一位建
制派老友道出兩個月的觀察分析：「參與暴力行動的
人分為好多種，不能以『港獨』分子一概而論，有些
是有外部勢力撐腰的『反中亂港』分子，有些是搞
『港獨』的激進分離分子，有些是用暴力亂港的激進
暴力分子，更多的是被洗腦、充當炮灰的腦殘廢

青。這一群烏合之眾，瘋狂違法，當
然會受到相應的法

律制裁。」
持續兩個月的暴力運動，蔓延港九新界，嚴重衝擊
香港的法治安定，建制派老友指出：「暴力運動明顯
有組織、有預謀，暴徒當然不能簡單以『港獨』分子
統稱，根據他們的基本特徵，可分為不同層次。」
「例如，經常衝在最前，縱火襲警，好似蟑螂一

樣，被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行先死先』的一
群，其中多數是典型的腦殘、廢青。成場暴力衝擊運
動發展至今，你見到縱暴派頭目的子女參與嗎？那些
縱容、包庇暴力的人，朱牧師、戴教授、李大狀、毛
姨姨，他們的子女有參與暴力違法行為，帶頭衝擊
嗎？腦殘、廢青被人讚兩句『義士』、『勇士』，就
忘乎所以，不惜以身試法，戴住含有大麻精油的口罩
橫衝直撞，視法治如無物，如喪屍一樣。腦殘、廢青
被捕入獄，甚至受傷，沒有人會可憐他們，只會淪為

別人的『人血饅頭』。」
老友續話，「另外，暴力運動泛濫，催生不少激進
暴力分子，他們的暴力手段越來越極端殘忍。近期警
方一再破獲軍火庫，搜獲外國恐怖分子慣用的烈性炸
彈，還有各種大殺傷力武器以及毒品，這些人喪心病
狂，要搞恐怖襲擊，企圖製造大規模血腥事件，激進
暴力分子、恐怖分子，非此莫屬。」
日前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指出，近期「反修例」的示
威活動中，一些人鼓吹「港獨」，喊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口號，包圍和衝擊中聯辦，肆意侮辱國
旗、國徽和區徽。這些行為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
則的底線，他引述部分香港人士所說，修例事件已經
變質，帶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
建制派老友亦認同張主任的講法：「反修例暴力運

動的最終目的，並不是滿足五大訴求這麼簡單，根本

就是要搶奪香港管治權。有人拋出『光復香港、時代
革命』口號，吸引腦殘、廢青和激進暴力分子變本加
厲作出違法暴力惡行，製造無日無之、不斷升級的流
血事件，然後乞求英美干預制裁，就是要令政府『跪
低』，令香港『獨立』。被捕的陳浩天，加上黎智
英、黃之鋒之
流，就是不折不
扣的激進分離分
子，這些人是最
可惡、最無恥
的，市民一定識
分辨，看清這些
是最可惡的罪魁
禍首。」

參與暴行多廢青 「港獨」分離分子最兇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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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
香港縱暴派立法會議員將暴徒掟
磚、縱火、攻擊警員稱之為「和
平示威」，有和香港縱暴派聯繫
緊密的台灣激進「台獨」分子近
日向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
（台灣）寄出「抗議郵包」，
其中附上「血衣」，更威脅稱
經貿文辦「將會面對最激進甚
至暴力、非理性的手段」。在
經貿文辦報警後，該發出威脅
者竟聲稱這是「合理表達」，
更聲言經貿文辦「採取司法手段
壓迫台灣人民的和平訴求」。經
貿文辦昨日強調，由於信件內容
及有關物品具明顯威嚇意味，故
必須向台灣警方通報，以保障辦
事處人員的人身安全。

「台獨人」林致宇認寄包裹
曾積極參與台灣「反課綱」

行動、就讀靜宜大學的激進
「台獨」分子林致宇，前日在
接受台灣《自由時報》訪問時
稱，自己不久前寄「抗議郵
包」到台北的香港經濟貿易文
化辦事處，「合理表達」其政
治性訴求。信中稱「基於保護
國際人權的立場」，「台灣人
將必然以具體行動回應駐台港
辦」，包裹中還有貼上金紙、
用油漆染成紅色的上衣。
林致宇前日就收到台灣警方

電話通知，指辦事處已報警提
告，要求他到案說明。他聲
稱，香港經貿辦事處「非但沒
有正視應負的義務」，更「對
台灣人民的和平訴求司法手段
壓迫」，並對此「感到遺憾」
及「表達譴責」云云。
經貿文辦發言人昨日發表聲

明，指辦事處於8月6日下午

收到包裹，內附具名信函、一
件用紅色油漆做成的「血衣」
及拜祭用金箔紙。信函稱，若
在香港的衝突不快速平息，經
貿文辦「將會面對最激進甚至
暴力、非理性的手段」。

稱已竊職員資料威脅安全
該信函更聲稱已有黑客竊取

經貿文辦所有職員的個人資
料，並稱經貿文辦在收到該函
件後「應該要明白事情的嚴重
性，以確保HKETCO所有職
員在台灣的自身安危」。
經貿文辦發言人強調，「由

於信件內容及有關物品具明顯
威嚇意味，我們必須向台灣警
方通報，以保障辦事處人員的
人身安全。經貿文辦並無對有
關人士向警方或檢察機關提出
控告。據我們了解，台灣警方
現正就事件展開調查，並會根
據台灣法例跟進事件。」
經貿文辦並重申，一直尊重民

眾表達意見的自由，並會繼續向
香港特區政府轉達台灣各界就香
港事宜向經貿文辦表達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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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再有公立醫
院醫護作出仇警言行。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
醫院近日出現約50米長的「連儂橋」，有人
在醫院主庭1樓通往病理學大樓的一條天橋張
貼大量標語，部分留言有針對警隊之嫌，部
分甚至有仇警情緒，例如有人寫有「抵制黑
警於醫院餐廳使用職員價」的大字報，疑是
向醫院餐廳施壓，阻止在該院執勤的警員以
員工價用餐。

稱「垃圾」「知法犯法」
該條所謂「連儂橋」長約50米，滿佈大量
標語，不時有醫護人員貼上字條，有些留言
是「香港加油」等中性字句，但也有不少針
對警隊的冒犯性字句，例如指稱警員「知法
犯法」，侮辱警員是「垃圾」，或者「好仔
唔當差」等，一幅大字報更寫有「抵制黑警
於醫院餐廳使用職員價」標語，疑是阻止在
該院執勤的警員以員工價用餐。
東區醫院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表

示，有關標語並非由醫院餐廳或院方貼出。
院方明白公眾對公立醫院的期望和觀感。醫
院在提供服務時，一直秉持一視同仁的原
則。該院亦相信，醫護人員會繼續以病人安
全和服務為優先的專業守則為市民提供醫療
服務，不會因為不同立場或背景令病人誤會

公立醫院未能提供一視同仁的服務。
發言人補充：「 現時，本院餐廳服務由外
判商承包，公眾人士及職員均可使用，餐廳
會為醫院員工、外判服務員工、義工及為醫
院提供服務的政府部門員工提供員工優
惠。」

東區醫院「連儂橋」現辱警大字報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近日出現「連儂橋」，部分留言明顯仇警。 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泰航空職員
再次被指抵觸職業道德底線。有職員懷疑擅
自在網絡上洩露香港警隊人員的航班行程信
息，妄圖讓他人去騷擾警方人員。雖然國泰
隨後稱會作出調查，並就此致歉，惟有乘客
直言國泰回覆的態度不夠誠懇，並於前晚（7
日）聯名發函，要求國泰在周日（11日）或
之前回應他們六大訴求，否則或會採取杯葛
行動。

批致歉無誠意 盼私隱署介入
一眾國泰的飛行常客計劃「馬可孛羅會」

會員前晚聯名發聲明，稱對國泰職員洩露乘
客資料一事感到困擾和憤怒，要求國泰回應
他們六大訴求，包括國泰應向客人及受影響
人士「道歉及請求原諒」、交代洩露警隊代
表團信息之過程、現有證據及涉事部門、涉
事員工是否違反私隱條例、重新檢討內部程
序及改善措施等。
他們強調，如果國泰於周日或之前未有回
覆，將會直接影響他們是否繼續信任和乘搭
國泰之決定，同時希望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
署能夠介入事件，徹查當中是否涉及人為失
誤，或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資

料保安原則，以避免更多無辜市民的個人資
料被外洩。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秘書長葉偉明

在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國泰有必要
盡快出來交代事件，而非只發新聞稿了事，
否則影響的不只是國泰，而是整個航空業
界：「現在有乘客感不滿及有要求，如果咁
都不了了之，如何服眾？乘客會覺得航空業
都黑箱作業，談何信任？」
他續說，工會會持續監察事情發展，在適
當時候向航空公司跟進。

國泰仇警員工洩密 常客聯署提六訴求

■「抗議郵包」中有拜祭用的
金箔紙，及以油漆染成紅色的
上衣，具明顯威嚇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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