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昨日在答記者問時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
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中方敦促美方遵守國際法和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立即停止干
涉中國內政。
有記者問：美國中央情報局曾涉嫌參與發生在伊朗

等國家的「顏色革命」。中方表示，香港近來發生的
一系列事件中帶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這是否
意味着中方懷疑美國中央情報局參與其中？能否拿出
任何證據？

質問美方居心何在
華春瑩說，近來，美國頻頻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
顛倒黑白、煽風點火。美政要及外交官員會見、接觸
反中亂港分子，無端指責中國中央政府，為暴力違法
行為張目，破壞香港繁榮穩定。「這些都是明擺着的
事實！我要再次問美方，你們居心何在？你們要借香
港達到什麼目的？」
她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

政。中方敦促美方遵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立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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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太鍾國斌訪美提供建制意見
獲邀與國會議員交流 防反對派一味唱衰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九龍倉
集團原主席吳光正昨日發出聲明指出，
現在的所謂「示威」只是讓人感到是以
「反修例」的過氣「旗幟」去爭取「佔
中」失敗未能得到的東西、為爭取基本
法以外的東西鋪路。他質疑搞事者，暴
力纏擾行動升級，居心何在？他進而揭
穿反對派的真實目的：「其實這次是與
中央爭權，改基本法，改『831』決定，
迫出政改使反對派能掌控立法會，似乎
這些才是現在仍不收手的陰謀和最終目
標。」他呼籲市民支持警方依法執法，
對暴力說不！

暴徒惡行眾 目睹感心寒
吳光正表示，回港這兩周，看到了不

少暴力、欺凌、市民恐懼的事情。有朋
友、同事說在地鐵和街上看到那些黑衣人
時，也不敢多望一眼；商戶內職員當值也
心慌慌；又有輕型貨車司機被打，貨車被
燒；在機場看到一位長者因拒絕收傳單便
遭多個示威者欺凌，在其背後黏上標語甚
至圍剿。「我自己也七十多歲了，看到這
一幕我的心也冷一冷。」
他說，非常傷心見到現時一言堂、滅
異聲之情況越見嚴重，甚至去到只有同道
記者才有新聞自由的地步。人多欺壓人少
的暴力及街頭欺凌無日無之，嚴重打擊香
港價值觀。以上所提其實都是「五求運
動」的手段，是「反送中」演變出來的。

「反送中」玩完 轉針對警察
他 指 出 ， 「 反 送 中 」 已 「game

over」，現時的「五求運動」只是讓人感
到是偽裝以「反送中」過氣的「旗幟」去
爭取「佔中」失敗未能得到的東西、為爭
取基本法以外的東西鋪路，五大訴求內的
第五項「雙普選」也是虛招。其實這次是
與中央爭權，改基本法，改「831」決
定，迫出政改使反對派能掌控立法會，似
乎這些才是現在仍不收手的陰謀和最終目
標。他說，再這樣下去不會有贏家，後果
也像五年前的「佔中」一樣得個零。
吳光正揭露，「反送中」這「主

菜」已完了，搞事者只能利用一些
「無中生有」的手段及劇本，創造新
平台，當中最容易就是針對警察與其
家屬子女。警力是 1 對 50 甚至 1 對
100，所以警隊必須有恰當的武力才能
有效執法。「暴警」、「黑警」是可
造的政治題材。不停以「知法犯法」
的多種行動，再用迫、辱、罵手段，
「引」警方出手執法，拍下恰當片
段，與「志同道合」的人，每天在網
上製造精彩和具爭議性的一面倒的故
事，挑起事端和言論，傳遍各地，推
高不滿情緒，罷工罷市，堵塞交通，
停頓社會運作，完美劇本，完美風
暴。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
他指出，警察及其家屬子女是這「無

中生有」之「五求運動」的受害者之一。
香港治安世界一流，有良心的香港市民不
會不支持警察依法執法，請大家珍惜。他
又稱讚特首林鄭月娥「從沒有私心，是百
分之百香港兒女，無功也有勞」，應該支
持她依法施政。

吳光正：搞事為與中央爭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
鴻 深圳報道）香港中華總商
會會長蔡冠深昨日表示，目
前香港暴亂分子到處煽風點
火，導致香港處於混亂狀
態，影響交通、民生、旅遊
和商業等眾多行業，這是一
個嚴峻的問題，影響香港的
繁榮和穩定，並對經濟發展
帶來負面衝擊和影響。他表
示相信香港警隊具有處置暴
亂的能力，希望海外大量僑商通過「一帶一路」促香港穩
定和發展。
蔡冠深昨日在深圳出席「2019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僑商
論壇」時表示，香港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可以表達不同的
意見，但是前提是需要和平理性地表達意見，反對暴力的
行為和行動。他對最近發生的暴力事件表示譴責。

指港執法較美國警察溫和
他並表示，全力支持特首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特別是

支持香港警隊依法執行公務，保護香港同胞的安全。香港
警隊是具有全球最新科技裝備的警隊之一，相信香港警隊
有能力把控局面和恢復秩序。香港警隊的人數不少，需更
加嚴謹地執法。香港警隊比較文明和溫和，跟別的國家和
地區不一樣，如美國警察怎麼執法大家都看得到。
目前，香港警隊仍然保持理性和嚴謹的操守。絕大多數

港人支持警隊依法執法。如果香港今天的動亂得不到控制
的話，香港就會陷入深淵。
在談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時，蔡冠深表示，香港作為國

際化城市，與大量海外華僑華人關係密切，具有連接粵港
澳大灣區的優勢。他希望海外僑商團結一致，共同把握大
灣區機遇共謀發展。他建議，僑商在「一帶一路」加強和
香港的合作，支持香港進一步融入「一帶一路」，促進香
港繁榮穩定和發展。

蔡冠深：信警隊有止暴能力

■蔡冠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當
一眾被煽動的年輕人上街作出違法
暴力行為，面對前途盡毀的問題
時，不少一再誤導社會公眾的反對

派核心人物就安坐家中，甚至拿着
這些年輕人的錯誤向美國「主子」
邀功。昨日，約 20 位市民自發到
「禍港四人幫」之一的民主黨創黨

主席李柱銘位於金鐘的辦公室及半
山的住所處聲討「訟棍」，促他盡
快收手，不要再搞亂香港。
昨日下午3時許，約20名市民自發

在李柱銘位於金鐘的辦公室及半山的
住所處聲討「訟棍」。市民們手持
「亂港大漢奸，訟棍李柱銘」、「漢
奸嘴臉，暴露無遺」的標語，並高叫
口號，痛斥李柱銘及反對派的賣港行
徑，促其快快收手，不要讓香港更加
混亂。

途中遭反對派粉絲挑釁
不過，市民在金鐘地鐵站附近和平

示威時，遭到反對派支持者的指罵和
騷擾，參與示威的市民繼續呼叫口
號，對辱罵置之不理，不久便離開，
但指罵者尾隨和平示威的市民至金鐘
的士站，途中更是粗口不停，威脅、
挑釁意味明顯。
參與聲討李柱銘的市民羅先生表

示，指罵者已近乎失去理性，誰才是
文明和平地表達意見的市民，明眼人
一看便知。羅先生續說：「終於表達
了自己的心聲，好舒服！」

李柱銘老點公眾 市民聲討促收手

■約20名市民昨日自發聲討李柱銘，促收手不要再搞亂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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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知道很多反對
派議員參加交流會，認為他們到時將

會「唱衰」香港的情況，如「一國兩制」中
的「兩制」被削弱、高度自治亦被削弱、打
壓人權和新聞自由等等，而《逃犯條例》亦
一定榜上有名。葉劉淑儀認為，出席交流會
目的是去平衡不同角度的意見，讓外國議員
及官員聆聽不同的聲音和知道真實情況。
對於議程的安排，葉劉淑儀表示將由邀請
方決定，非她一人來定，只知由一個美國智
庫作安排，20號到蒙特拿州一個農場，規格
不算高，到時應該有蒙特拿州副州長及其政
要出來介紹美國的政策，包括前駐華大使
Max Baucus。
到21號將是正式議員交流，美方有4名至
6名跨黨派議員，包括民主黨和共和黨，但

她現時仍未收到有關確實行程。

葉太料美「人權法案」難通過
對於傳聞美國國會有意向在9月通過《香
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葉劉淑儀指法案未必
能夠容易地通過，猜測美國國會可能只是提
出法案，「唔係拎出嚟就可以通過」，她表
示暫未收到詳細的法案資料，需要再了解一
下真實的情況。
至於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就認為，議會與議

員間的國際交流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指立
法會亦每年都與不同的議會交流，他個人就
去過挪威、英國蘇格蘭和以色列等地，但強
調是立法會主動拜訪當地議會。他同樣認
為，如果只有反對派議員參與交流會，而建
制方面一個人都不去，屆時可能令美方偏聽

反對派的說詞，所以一定要出席去平衡意
見。
對於有指反對派議員將在會上討論修例問

題，鍾國斌則指特首林鄭月娥已說過「The
bill is dead」，不明白為何要提一件不會再
發生的事情。

鍾國斌：機場不容騷擾
對於現時香港機場不斷有集會，令很多航

班都不能起飛，鍾國斌表示距離訪美仍有一
星期，會觀察事態發展形勢如何，但他不期
望未來一個星期機場運作仍被騷擾，直言這
是不可能被容許的事情，否則對香港影響甚
為重大。
葉建源則透露，參加交流的美國國會議

員暫時有四位，涵蓋兩黨和參眾兩院，包

括 Mr. Steven Daines、 Mr. Greg Gian-
forte、 Mr. Hank Johnson 及 Mr. Thomas
Suozzi。預計屆時將會就雙方感興趣的議題
交流，包括中美貿易戰、香港《逃犯條
例》訂風波等。當中，楊岳橋及郭榮鏗將
提早出發。

廖長江李慧琼留港處理事務
而同樣被邀出席交流會的立法會議員廖長

江及李慧琼，分別因另有公務及鑑於近日香
港政治形勢，決定留港集中處理香港事務等
原因未能應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美國The Maureen & Mike

Mansfield Foundation邀請8位香港立法會議員在8月19日

至22日訪問美國，當中6位議員將會出席與美國國會議員交

流，討論雙方感興趣的議題。已確定會出席交流會的香港立

法會議員為葉劉淑儀、鍾國斌、楊岳橋、郭榮鏗、葉建源及

涂謹申。葉劉淑儀及鍾國斌皆指出，參加交流會目的是去平

衡不同角度的意見，不能被反對派扭曲事實，令美方偏聽一

方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日前香港出現激進示
威者向警務人員投擲汽油彈等暴力行為，北京官媒昨日發表
快評和時評，呼籲嚴懲暴徒，恢復香港秩序。

央視快評：擲汽油彈如謀殺
央視快評《依法嚴懲恐怖暴行堅決恢復香港秩序》指

出，暴力示威者破壞公物、堵塞交通、圍堵警署，更有甚
者向警務人員投擲汽油彈，造成香港警務人員嚴重受傷。
這種嚴重威脅人身安全的極端暴力行徑無異於公然謀殺，
已明顯帶有恐怖主義的色彩，簡直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
快評指出，暴力亂港分子正上演一齣齣愈演愈烈的暴力

行徑，使香港奔向脫軌失控的深淵。面對亂港分子的猖狂
行徑，有良知的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要齊心協力，旗幟鮮明
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和警隊依法嚴懲恐怖暴行，堅決恢復社
會秩序，讓香港盡快回歸安寧。

新華時評：激進者棄和平偽裝
新華時評《必須將亂港暴徒繩之以法》指出，激進示威

者已拋掉所謂「和平」「理性」的偽裝，現形為香港社會
安寧的最大破壞者和最危險因子。再不依法嚴懲，以儆效
尤，不法之徒就要把香港推向深淵。
時評指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急迫和

壓倒一切的任務。每個不想被暴力分子代表的香港人都有
責任站出來，堅決與暴力割席，共同向暴力說「不」，力
挺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穩定局勢，力挺香港警隊嚴正執
法、維護安寧，進一步凝聚起共護家園、以正壓邪的正能
量。
時評還強調，必須採取果斷措施，嚴正執法、公正司

法，讓少數暴力犯罪分子和背後的策劃組織者付出沉重
代價。

央媒籲嚴懲暴徒恢復秩序

■葉劉淑儀（左圖）及鍾國斌皆指出，參加交流會目的是去
平衡不同角度的意見，不能被反對派扭曲事實。 資料圖片

■美國The Maureen & Mike Mansfield Foundation邀請8位香港立法會議員訪問美國。
左起為楊岳橋、郭榮鏗及葉建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