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駐英大使：中央有力迅速平亂
劉曉明提結束事態關鍵四點 指暴行屬「新極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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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明在記者會上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
事務絕不容外國插手。中國中央政府絕不會放任

少數人以暴力行徑把香港拖向危險的深淵，絕不允許
任何人破壞香港的法治與良好發展局面，絕不允許任
何人以任何藉口破壞「一國兩制」。
他指出，香港當前處於關鍵時刻，如何結束香港亂
局，是所有關心香港前途的人都在思考的問題，也是
英國各大媒體頭版頭條和「封面文章」之問。香港事
態平穩有序結束關鍵在於以下四點：

支持止暴制亂 嚴懲暴力分子
一，堅決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希望廣大香港市民，特別是一些不明真相的年輕人，
認清當前香港局勢，珍惜香港回歸後來之不易的良好
發展局面，顧全大局，團結一致，堅定不移挺特首、
挺政府，守護香港的法治與正義，維護祖國統一和香
港繁榮穩定。希望香港各界人士不要被反對勢力所利
用和裹挾，要向一切暴力行徑大聲「說不」，要向一
切踐踏法治的行徑堅決「說不」，堅定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
二，堅決依法嚴懲暴力犯罪分子。暴力就是暴

力，違法就是違法，這不會因為暴力違法分子打着
什麼幌子就發生變化。只要是違法行為，無論怎麼
粉飾，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只要參與暴力犯罪活
動，無論是誰，都要追究其法律責任。姑息違法，
就是褻瀆正義；縱容暴力，就是踐踏法治。任何一
個法治國家，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不會對上
述暴力行徑坐視不管。 中國中央政府堅定支持特區
政府和香港警方嚴正執法、果斷執法，盡快將違法
分子繩之以法、嚴懲不貸，依法維護香港法治環境

和社會秩序。

外力勿干港事 媒體需擔責任
三，外部勢力停止干預香港事務。有諸多證據顯
示，香港局勢惡化到今天的地步，與外部勢力介入與
煽風點火是分不開的。一些西方國家政客和機構明裡
暗裡為暴力激進分子提供各種支持，為他們撐腰打
氣，甚至干擾香港司法獨立，阻礙香港警方將暴力犯
罪分子繩之以法。奉勸那些外國勢力，尊重中國主權
和安全，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立即停止縱容暴力犯罪，不要誤判形勢，在錯誤
的路上越走越遠，否則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四，媒體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香港事態發生以

來，西方媒體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不僅沒有公
正客觀報道，反而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誤導公眾。
正是這些媒體的「選擇性失聲」和「歪曲性報道」，
使錯誤輿論大行其道，誤導了許多不明真相的民眾特
別是香港年輕人。可以說，西方媒體對香港今天的局
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希望西方媒體反思自己行為
的社會影響，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公正客觀地報
道香港局勢，不要再為極端暴力分子說項，不要再給
香港亂局火上加油，為平穩、有序結束香港亂局營造
良好的輿論環境。
劉曉明強調，「治則興，亂則衰。」這句中國古訓

對今天的香港再適用不過。目前，有30多萬英國公民
在香港工作和生活，300多家英國公司在香港投資興
業。香港保持繁榮穩定，不僅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
合包括英國在內的各國共同利益。他希望英國各界有
識之士認清大局，多做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的事，抵
制和反對任何干涉香港事務、破壞香港法治的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國駐

英國大使劉曉明15日在倫敦舉行中外記者

會指出，一些極端激進分子在香港興風作

浪，打着所謂民主的幌子，掩蓋其反法

治、反社會、反「一國兩制」的真實面目

和險惡用心，是兼具欺騙性與破壞性的

「新極端主義」。他強調，我們堅信在中

國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香港特區政

府和林鄭月娥行政長官的帶領下，香港社

會一定能夠盡快止暴制亂，盡早恢復正常

秩序。如果香港局勢進一步惡化，出現香

港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動亂，中國中央政

府絕不會坐視不管。中國中央政府有足夠

多的辦法、足夠強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可能

出現的各種動亂。

針對近期發生在香港的
街頭暴力激進活動，記者
會上播放了一部短片，
「讓大家看一看在西方媒
體看不到的畫面，聽一聽

在西方媒體聽不到的聲音。」劉曉明大
使說，短片中看到的情況，如果發生在西
方國家，警方處理時會使用更多強制手
段，但香港警隊保持了克制。
劉曉明稱讚香港警察的履職表現，認

為他們展現了極大的克制，超過很多其
他國家的警察，「他們非常專業，贏得
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等許多國家同
行的欽佩。」
他說：「這讓我想起不久前的6月，

英國環保組織申請在希思羅機場抗議，
警方警告其如果這麼做將面臨終身監

禁，敦促其三思而行。我們也都知道英
國警方是如何處理倫敦騷亂的，使用了
何等強制手段。」

批暴行損港形象聲譽
劉曉明表示，因為暴力衝擊事件，香

港經濟受到衝擊，恒生指數下跌9%，
港元匯率等也下滑了，香港的國際形象
和聲譽受到損害，令人痛心。
他指，香港是個非常安全的城市，法
治指數很高，根據2018年世界正義工程
法治指數排名，香港排名十六，領先美
國3位。這還只是法治指數，在安全指
數方面，香港與西方城市相比更是遙遙
領先。他認為香港民眾應當珍惜來之不
易的發展成果，希望並期待香港回歸理
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在記者會上，被問及英國
議會下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圖
根哈特早前聲稱，英國應考
慮給予香港居民英國國籍
時，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
批評，英國某些政客「雖然
身體已經進入21世紀，但腦
袋卻還停留在殖民時代」，

依然將香港當作是大英帝國或英國
的一部分。他呼籲這些政客應該改
變思維模式，擺正自己的位置，認
識到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是
英國的一部分。
對於中英關係，劉曉明表示，中
方當然希望中英關係能夠進一步發
展，良好的關係符合中英雙方共同
利益。他指約翰遜首相是他任駐英
大使以來打交道的第四位首相，
「我們對推進雙邊關係抱有期待，
希望雙方沿着習近平主席訪英時開
啟的中英關係『黃金時代』大方向
繼續前進。」
他強調，良好的雙邊關係必須建

立在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
不干涉內政的基礎上，這是中英雙
方在建交聯合公報中就已明確的原
則。只要堅持這些原則，雙邊關係

就能順利發展，反之就會遇到困
難。希望英國新政府在香港問題上
堅持原則、妥善處理，即香港是中
國的領土，香港關乎中國主權，香
港是中國的內政。

英官致電特首圖施壓
對於有人把《中英聯合聲明》與
「一國兩制」混為一談，劉曉明重
申，《聯合聲明》已經完成了歷史使
命，即將香港歸還中國以及在1984至
1997的13年間確保香港在回歸前平穩
過渡。《聯合聲明》提到「一國兩
制」，但「一國兩制」是中國政府單
方面的政策宣示，寫入香港基本法。
中方堅定遵守基本法，遵守「一國兩
制」五十年不變，而不是遵守《聯合
聲明》五十年不變。
對英國外交大臣此前就香港近期

連串事件致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劉曉明嚴正指出，這不是
一般的打電話討論問題，而是用打
電話向特區政府施壓。英方說對警
察使用暴力表示關切，譴責雙方的
暴力，這種「各打五十大板」的做
法是混淆是非。指責正確的，就是
支持錯誤的。這裡的關鍵是電話談

話內容是不是干涉內政。

質問會否允許衝議會
他表示，英國政要經常訪問香
港，我們對此不持異議。但如果英
方言論是在干預香港司法獨立，比
如之前一些政客要求香港特區政府
「不能懲罰暴力違法者」，這就是
干擾破壞香港的司法獨立，是完全
不能接受的。
他說：「我們已經對英國政客的

言論表達了關切。英方要改變思維
方式，要有大局觀，香港保持穩定
和繁榮不僅有利於香港和中國內
地，也符合英國的利益。」
劉曉明並質問道：「英國會允許

極端激進分子衝擊議會、破壞議會
設施而逍遙法外嗎？英國會允許用
致命武器襲擊警察、燒毀警署而不
受懲罰嗎？英國會允許暴徒打着所
謂民主的幌子佔領機場、堵塞交
通、破壞社會秩序、威脅民眾生命
財產安全嗎？這些行為在英國難道
不構成違法犯罪嗎？姑息違法，就
是褻瀆正義；縱容暴力，就是踐踏
法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
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稱，如果中國領
導人能親自會見「示威者」，香港問
題「會有個愉快和開明的結局」，並
希望看到中方以「人道方式」處理香
港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
日在答記者問時表示：「我們注意
到，特朗普總統此前曾說過，『香港
的騷亂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華春瑩指出：「自6月以來，在香港
發生的暴力犯罪活動不斷升級，粗暴
踐踏法治和社會秩序，嚴重破壞香港
穩定繁榮，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原
則底線。當前最急迫和壓倒一切的任
務是依法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中央

政府堅定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帶領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定支持香港警
方嚴正執法，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
有關部門和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
罪分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華爾街
日報》日前發表社論《特朗普的香港風險》
(The Hong Kong Stakes for Trump)，文中
罔顧事實、顛倒黑白，對香港局勢指手畫
腳，妄加評論。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發
言人第一時間提出嚴正交涉，表示強烈不滿
和堅決反對。
暴徒在13日晚在香港國際機場非法禁錮、
圍毆內地記者和旅客，引發社會公憤。然
而，《華爾街日報》這篇題為《The Hong
Kong Stakes for Trump》的社論，卻罔顧事
實、顛倒黑白，反指機場非法禁錮圍毆事件
中「示威者」拘留的是兩名涉嫌親政府的
「滲透者」(infiltrators)，又聲稱「政府推動
逃犯條例修訂才是挑動一切事件的始作俑
者」云云。
對此，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指出，
《華爾街日報》該文就香港局勢發表了一
系列不負責任的言論，充斥着無知、偏見

和傲慢。自1997年7月1日起，香港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
政，不容任何外國置喙。

三質問斥無知偏見傲慢
發言人連發三質問：
──說中國「入侵」香港荒謬之極，還拿

《中英聯合聲明》說事，這不是無知是什
麼！
──該文把香港特區政府誣稱為煽動者，

把香港警隊依法執法、維護法治說成野蠻暴
力，把暴徒暴行美化為「和平示威」和「合
理憂慮」，這不是偏見是什麼！
──該文以世界警察自居，不僅向美政府

決策者喊話支招，更倡狂要美總統以簡單粗
暴方式插手香港事務，這不是傲慢是什麼！
該發言人強調，無知、偏見、傲慢掩蓋不

了事實和真相，更愚弄不了世人。奉勸有關
媒體立即改正錯誤，以負責任態度客觀、公

正、平衡報道香港，為促進外界對香港的了
解和認知、維護香港法治和繁榮穩定做出建
設性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周四播發特稿《修
例風波中暴力亂港實錄》，梳理自6月以
來，香港縱暴派和一些激進勢力借和平遊行
集會之名，進行各種激進抗爭活動，批評縱
暴派和激進勢力得寸進尺、變本加厲，暴力
行為不斷升級，持續下去將危及香港市民的
生命和財產安全，毀掉特區政府的管治權
威、香港的法治基石、香港的繁榮穩定甚至
「一國兩制」，對此，廣大香港市民不會答
應，全國人民也不會答應。

惡劣行徑 令人髮指
新華社批評這些人肆意踐踏法治，惡意破
壞社會秩序，搞得香港烏煙瘴氣、動盪不

安。一些人甚至公然鼓吹「港獨」，喊出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包圍和衝
擊中央政府駐港機構，肆意侮辱國旗、國徽
和區徽，公然挑戰國家主權和「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其氣焰之囂張、行徑之惡劣，令
人髮指。
這篇近6,000字長篇特稿列舉暴徒種種惡
行，包括：包圍警總，衝擊立法會，肆意挑
戰管治權威；多區搗亂，製造事端，嚴重破
壞社會秩序；衝擊中聯辦，公然辱國，觸碰
「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四處滋擾，暴力升
級，將香港推入危險邊緣。
更令人警醒的是，西方反華勢力與「反

中亂港」分子內外勾結，狼狽為奸。在近

期香港一連串激進遊行示威和暴力事件
中，記者在多個現場發現，有外國人出現
在激進分子人群中，並與激進分子交談。
近日，竟有「港獨」組織頭目在港密會美
國駐港總領館官員。就在這次見面後的翌
日，「港獨」組織就在社交網站上揚言，
正在策動9月罷課。

勾結外力 美化暴徒
事實上，香港反對派和本土激進分子與外
部勢力明裡暗裡的相互勾結早已是公開的秘
密。美英等外部勢力不但對修例風波中的極
端暴力行為視而不見，用「自由」「民主」
「人權」的冠冕美化暴徒，更是毫不避諱地

頻頻上演「指手畫腳」「召見匯報」的戲
碼。這種「主子」和「狗腿子」間「耳提面
命」「搖尾乞憐」的主僕醜態顯露無遺。
回顧這兩個月來發生在香港的嚴重暴力事

件，不難發現修例事件已經變質，正如不少
香港人士所指出的，帶有明顯的「顏色革
命」特徵。如果任由「暴」和「亂」持續下
去，不僅會危及香港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安
全，而且會毀掉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毀掉
香港的法治基石，毀掉香港的繁榮穩定，毀
掉「一國兩制」，廣大香港市民不會答應，
全國人民也不會答應。
香港發生的暴力事件是一切法治、文明、

理性社會所不能容忍的。一切公然挑戰「一

國兩制」原則底線、踐踏法治尊嚴、破壞社
會安定、侵害公眾利益的違法犯罪行為，都
逃脫不了被追究法律責任的結局。

外交公署批美媒妄評港局勢 外交部回應特朗普
指暴力犯罪續升級

新華社梳理暴徒惡行 批圖毀「一國兩制」

記者會播短片 讚警保持克制

批英政客：腦袋留在殖民時代
■劉曉明在倫敦舉行記者會，強調香港事務絕不容外國插手。 新華社

■■華春瑩華春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名內地遊客日前在香港機場被暴徒圍
毆，昏迷送院。 美聯社

■暴徒連日多次攻擊警署，公然踐踏法治尊
嚴，破壞社會安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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