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美唱衰港警 訟黨醜出國際
梁振英：出席者話「和美警相比，港行家太溫柔」

李嘉誠：勿讓今天激情 變成明日遺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長和系資深顧問
李嘉誠以「一個香港市民」名義，昨日在香港多份
報章刊登兩款內容不同的廣告，包括反暴力、「以
愛之義 止息怒憤」等字句。李嘉誠昨日通過發言
人強調，今日香港，要停止暴力，堅守法治，而他
的心聲是：愛中國、愛香港、愛自己；大家一定要
以愛之義，止息怒憤，對「一國兩制」，以謙和而

珍之，並提醒香港年輕人：「不要讓今天
的激情，成為明天的

遺憾。」

要對「一國兩制」謙和珍之
在廣告刊出後，李嘉誠透過發言人表示，他昨日

以一個香港市民身份刊登廣告，主要因為他認為，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繫於「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今
日香港，要停止暴力，堅守法治 。時間的長河看
不到盡頭，人生的路走不回頭。「他的心聲：愛中
國、愛香港、愛自己；大家一定要以愛之義，止息
怒憤，對『一國兩制』，以謙和而珍之。」

被問及何以在報章刊出兩款不同的廣告，李嘉誠
通過發言人說：「基於目前香港形勢複雜，難以用
單一語言或溝通方法回應，『應以何身得度者，即
現何身而為之說法』。」
就他對政府有何看法，發言人引述李嘉誠表示，

「現時年輕人給政府的聲音和訊息震耳欲聾，政府
已在絞盡腦汁。」有關對年輕人的看法，他則表
示：「投放資源在青年工作，永不後悔，因為投資
青年，就是投資未來。不要讓今天的激情，成為明
天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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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
港民間組織「愛港之聲」一行約20
人昨日到警察總部，將寫有「保家
衛港大丈夫，止暴制亂真英雄，向
全港警務人員致敬」的牌匾送予警
方，表達他們對香港警隊的支持和
敬意，並呼籲廣大市民要同心同
德，堅決支持警察嚴正執法。
「愛港之聲」代表在警總門外高
呼「保家衛港大丈夫 止暴制亂真英
雄」等口號，及舉起「我支持香港
警察」、「你們有權打我嗎？」等
標語，還向警方代表送上牌匾和一
些飲品，聊表對香港警隊的支持。
發言人指出，最近幾個月以來，
有人藉《逃犯條例》修訂，瘋狂肆
意地發動無日無之的嚴重暴行，不

但影響全港市民的生活，甚至嚴重
危害市民的生命和財產。
暴力近日已升級至行使私刑、癱

瘓機場，已趨向恐怖活動。幸有香
港的專業警務人員，竭盡所能，奮
不顧身，除暴安良，維護香港社會
的秩序。
他批評，近兩個月來，一些別有

用心、誇大及歪曲事實的媒體散佈
關於香港警察的不實言論，最終將
傷害香港市民的利益。在香港陷入
危險的時刻，市民更要同心同德，
堅決支持警察嚴正執法。
發言人還強調，該組織堅定支持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
則，一些人提出所謂「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的口號，實則是反中亂

港，妄圖搞「港獨」。香港市民要
警告「港獨」分子，他們的企圖絕
對不會得逞，700萬香港人和14億中
國人都會反對，「希望這群『港
獨』分子立即放下歪念，離開香
港，不要再撕裂香港！香港社會需
要恢復秩序，回歸法治。」

同日赴商台批報道偏頗
他們同日下午還到香港商業電台

門外抗議，聲討商台言論偏頗，報
道失實不公。他們指，商台的廣播
牌照受通訊事務管理局所管轄，內
容必須客觀公正、中立持平，但自
反國教、「佔中」、以至近日的逃
犯修訂條例，商台均站在反對派的
立埸，鼓動仇恨政府，製造社會撕

裂。
他們強調，在連串暴力行動中，

每個有良知的人都應主動叫停暴
力，讓社會冷靜下來。但觀乎商台
節目，從歷史、時事、生活、趣
談、以至廣播劇均充滿偏頗的政治
立場，只會造就暴行升溫，全社會
一起埋單。對此，他們予以嚴厲的
譴責。

贈「大丈夫」牌匾「愛港聲」向警致敬

■「愛港之聲」到警總撐警。

■李嘉誠通
過發言人強
調，今日香
港，要停止
暴力，堅守
法治。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縱暴
派以及「港獨」分子不斷到美國「晉
見領導」，美國眾議院、美國商會等
政府機構或組織「非常配合」地不斷
發表施壓聲明，令外界質疑美國政府
正試圖插手香港甚至發動一場「顏色
革命」。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昨日
指，目前已經有許多表面證據顯示，
美國在香港在反修例連串事件中扮演
了很重要的角色，故基金會將按照
《聯合國憲章》去信聯合國秘書長，
要求調查美國參與香港暴亂一事。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

恩國在記者會上介紹，目前有很多傳聞
和表面證據顯示，美國在反修例事件中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見表）。因此，
基金會將根據《聯合國憲章》去信聯合
國秘書長，要求調查美國參與香港暴亂
一事。他們並建議若干調查方向，包括
美國相關機構及組織是否有提供資金資
助；是否有相關人等煽動或訓練前線示
威者及縱暴派；是否有人直接指揮或協
助有關媒體發佈偏頗信息，激化社會矛
盾，等等。

列舉暴衝種種「怪現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大律

師丁煌列舉了近日暴力事件的種種
「怪現象」，顯示是次事件是有組
織、有策劃的行動，如在各種暴力示
威現場者的行動具有集體性，解散速
度極快，在文宣工作方面則設計出
「琅琅上口」的口號，及製作了許多
視頻，再通過各類社交媒體刻意「洗
腦」市民，全面激化社會矛盾。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律師傅
健慈則強調，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
區，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干
涉。認為有足夠的表面證供和法律基
礎，要求聯合國展開調查。
他指出，香港能夠成為今日的國際金
融中心、航運樞紐中心得益於幾代人共
同的建設和努力，「香港是我們的家，
社會各界要團結一致，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支持香港警察嚴正執法，止暴
制亂，讓香港重回正軌。」

法學交流基金促聯國查美參與港暴亂
表面證據

1.逃美通緝犯郭文貴與「港
獨」組織「香港民族陣
綫」發言人梁頌恆的視訊
通話影片

2.暴力衝擊期間出現多名疑
似外國指揮者

3.「禍港四人組」之一黎智
英聲稱香港「正為美國而
戰」的影片片段

4.「港獨」分子羅冠聰及黃
之鋒與美國駐港澳總領事
館 政 治 部 主 管 Julie
Eadeh密會的相片

5.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等美國組織對
港使用的資金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記者會向傳媒展示請求聯合國調查的申請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記者會向傳媒展示請求聯合國調查的申請信。。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攝

在美國國會下月辯論「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前夕，楊岳橋及郭榮鏗「應邀」到

訪美國。楊岳橋聲稱他們會將過去幾個月
「在香港看到的」呈現給向美國社會和朋
友，「特別是警察濫用權力的令人震驚的事
件。」
他聲言，香港過去30年來「一直站在專制
政權的最前沿」，「在香港回歸後的20多年
裡，我們經歷了來自『北京』的侵蝕，試圖
破壞我們的價值觀與世界其它地方分享自由
民主的價值觀。」
郭榮鏗則聲稱，「北京」對香港的「侵

蝕」「日益加劇」，「港人若再不抗爭的
話，自由空間被極度壓縮，失去自由也就沒
有了生存意義。」
他聲稱特區政府「不尊重民意」，失去其信
譽，終令香港人演變成「全民抗暴」，「整個政
府的體制已經不再是香港人民可以信任的了」，
「我們希望向他們（美國政府）提供事實，以
便他們審議該法案。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法案，
我們希望國會議員能夠適當考慮它。」

被主持質問即答非所問
在與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會面後，兩

人在紐約亞洲協會座談，向在場者展示了

「示威者」受傷、地鐵站催淚彈「煙霧瀰
漫」、「白衣人」與「黑衣人」互毆等照
片，聲稱香港警方只逮捕「黑衣人」，「白
衣人」則可以「逍遙法外」云云。惟主持人
問及香港的機制是否鼓勵「警察的暴行（Bru-
tality of the Police）」時，郭榮鏗立即開始轉
移話題，答非所問，重複特區政府施政有違
民意云云，賣國求榮的政棍嘴臉顯露無遺。
梁振英在facebook發帖，對楊岳橋和郭榮鏗

兩人表示「感謝」：「有出席的美國朋友告
訴我：『compared to the US police, your
Hong Kong police are too soft.』」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唐英

年相信，多數正常人都不會全盤接受有關人
等的片面之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批評，楊岳橋、郭榮鏗二人選擇性
地展示警察維持治安的圖片，毫無說服力。
例如「爆眼少女」具體因何受傷，都仍然在
調查當中，反對派議員以自己「反修例」、
「反政府」的立場，對警察未審先判。
他指出，反對派企圖利用「一面之詞」引

來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對香港事務的「關
注」，充當美國的「代言人」，如果香港在
「內外勾結」之中，令「一國兩制」遭到破

壞，反對派就是罪魁禍首。事實上，在美國
攻擊警察已有可能出現死傷，相信美國人看
到他們展示的照片，會覺得楊岳橋、郭榮鏗
兩人很可笑。

吳亮星：縱暴派邀外國介入可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表示，因「反修

例」而起的一系列社會事件純屬香港事務，

縱暴派一直致力於「邀請」外國介入，非常
可恥，他們的選民也一定不會接受。
他批評，楊岳橋和郭榮鏗的行為可能誤導

不清楚香港實際情況的外國人，更令香港的
國際聲譽受到影響，長遠來看甚至影響香港
的旅遊業甚至整體經濟。如果全面檢視警察
的執法，就能了解香港警方的執法仍然保持
全世界較高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

思文）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楊

岳橋、郭榮鏗早前「應邀」

赴美，淡化暴徒所為，抹黑

香港警隊執法。兩人前日在

紐約亞洲協會座談上，向在

場者展示多張警方執法的照

片，抹黑警方「使用過分武

力」，並乞求美國政府插手

香港事務，醜出國際。全國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指，

自己的美國朋友亦有出席該

活動，朋友說：「跟美國警

察 相 比 ， 香 港 警 察 太 溫

柔。」香港政界人士批評楊

岳橋、郭榮鏗兩人無恥，相

信國際社會不會偏聽「立場

先行」的片面消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港獨」學
生會組成的所謂「香港大
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
昨晚與連登「我要攬炒」
團隊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
所謂「英美港盟、主權在
民」集會。他們聲稱會乞
求英國政府宣佈中國違反
《中英聯合聲明》，及促
請英美兩國通過所謂《民
主與人權法案》，制裁
「損害香港自治權」的官
員云云。

在該個所謂「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上，大
批激進分子舞動美國國旗、英國國旗甚至「龍獅
旗」。「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代表在發言
時稱，他們未來將積極和國際連結，將香港的議題帶

上國際舞台，「抵抗專制政權」，包括走訪每個國家，和西方
國家「建立長期、穩定及互信的關係」云云。
被取締的「民族黨」前召集人陳浩天在發言時聲稱，香港正
值「生死危急存亡」，又聲言香港正處於「鐵幕邊緣」，也是
「自由世界的最前線」，「現在是百年難得的機遇」，是「我
們唯一得到自由和尊嚴的機會，我們有機會創造歷史」，「希
望我們一直自由下去，創造出屬於香港人的香港。」
集會上還播放了在衝擊立法會大樓翌日即竄逃的梁繼平的錄

像。他聲言，「抗爭者的犧牲和血汗將作化為養分，滋潤這個
用苦難建成的共同體。……我們對公義自由的渴求不會停止，
抗爭運動的星火終有一日燎原。」雖然他已經逃離香港，但仍
厚顏地聲稱自己雖然不在香港，但會「和各位一路並肩作戰」
云云。
竄逃到德國並獲當地政府庇護的「本民前」前發言人黃台

仰，也在集會上聲稱所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新時
代香港人的革命」。
在集會結束前，大會帶領一眾激進分子高呼所謂「光復香

港，時代革命」等口號。集會結束後，有人在特區終審法院對
開重複播放美國國歌，及舉起「美軍來了我帶路 Welcome
US Army」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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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分子舞動英國國旗甚至「龍獅旗」。網上圖片

■有人舞動台灣民進黨黨
旗。

■楊岳橋、
郭榮鏗早前
「應邀」赴
美，在紐約
亞洲協會座
談上，淡化
暴徒所為，
抹黑香港警
隊執法。惟
被主持人質
問時卻轉移
話題，答非
所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