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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公然用香港作棋子 更顯示激進暴力本質危害
在中美將開始新一輪貿易談判時，美國
總統特朗普昨公然明確把香港反修例暴力風
波，與美中貿易談判掛鈎，表示若中方使用
武力，便難以簽署美中貿易協議。特朗普的
這番威脅，將美國關注香港目前問題的底牌
徹底暴露，表明美國已將香港綁上貿易戰的
戰車，要把香港作為貿易戰的一顆棋子，以
此給中國添煩添亂、與中國討價還價。香港
縱暴派配合美國，以當美國棋子來換取政治
利益，不惜把香港變成美國的遏華武器。香
港各界要清醒認識反修例暴力運動的本質和
危害，充分認清縱暴派賣港禍港的真面目，
更加堅定地對暴力亂港說不。
特朗普為向中國施壓，同時給香港暴力
衝擊運動火上澆油，圖窮匕首見，公然表示
要把香港問題與中美貿易戰掛鈎。這番喊話
說辭，道破了美國關注香港問題的真實目
的，根本不是真心關心香港的民主發展和人
權保障，而是把香港當成貿易戰中的制華武
器，向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正是為了達到
這個目的，香港縱暴派與美國政客密切配
合，以反修例為名，發動挑戰中央權威、動

搖香港管治和社會安寧的激進運動，通過不
斷升級的暴力衝擊，挑戰政府權威和警隊公
權力，讓香港陷入危險境地，從而為美國干
預香港事務、利用香港事務向中國施壓，製
造機會和藉口。
「維基解密」曾公開的美國駐港總領事
館的機密電文就證實，早於 2011 年起，壹
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
銘、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就不時向美國
駐港領事「匯報」最新的政治情況。在這次
反修例暴力風波中，「禍港四人幫」黎智
英、李柱銘、陳方安生、何俊仁，異常活躍
地配合美國的亂港行動。他們四出赴外國去
唱衰修例，頻頻去美國「告洋狀」，李柱
銘、李卓人、羅冠聰等，多番與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會面，為美國公然插手香港事務提供
「子彈」。最惡劣的是，香港禍港勢力和縱
暴派不斷採取行動，要推動美國修改《香港
關係法》，意圖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
並與美國政客不斷唱和，試圖推動所謂《香
港人權和民主法案》，為引美國干涉香港事
務再添狠毒手段。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對待香港問題上，態
度飄忽，背後都是為自己的政治利益算計。
特朗普早前指香港發生暴亂，認為處理暴亂
是中國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別人建議。這是
大實話。特朗普之所以說出這番實話，是因
為他高舉「美國優先」大旗，要以美國利益
為上，自然不會去理會香港的局勢和安危。
可是，到中美貿易磋商又出現變化的關頭，
他就馬上變臉，又將對華加徵關稅、兩國經
貿磋商和香港問題掛起鈎來，把香港作為施
壓中國的籌碼。國際輿論認為，特朗普要求
中國人道對待香港暴亂者，另外一個目的是
為了打壓其競選對手民主黨、搶奪政治光
環。
美國明目張膽地要把香港當作貿易戰的
武器、把香港當作遏制中國的棋子，對香港
究竟意味什麽？香港各方、各界確實有必
要醒一醒、冷靜地想一想。
那些在非法集會、暴力衝擊現場，公開
舉美國國旗的人，你們知道自己只是美國
的棋子嗎？知道當棋子的後果嗎？那就是隨
時會被拋棄、犧牲，在美國政客的心目中，

你們什麽都不是，只是用完即棄的棋子、垃
圾。對商家來說，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美國
政客完全不會考慮香港和香港商家的利益，
而只會做對美國有利的事情。賣港者要求外
力制裁香港，推動關乎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
的《香港政策法》修改等，香港一旦被直接
捲進博弈的漩渦，美國對香港只會不斷下重
手、取消各類優惠，以此對中國討價還價，
這樣的局面下，香港商家還有好日子過嗎？
對全體香港市民來說，香港被美國綁上貿易
戰的戰車，美國將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不
惜一切地犧牲香港人的利益，損害香港經濟
民生。本港目前因暴力衝擊而導致經濟下
滑、民生活動難以開展，正是香港市民利益
被犧牲的前奏。
認清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把香港綁上貿
易戰戰車，把香港當成遏華棋子這一本質，
就能更清醒地意識到，目前香港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是最重要的首務；把香港置於國際
大格局中，就更看清維護本港法治安寧的必
要。這是香港凝聚社會共識和正能量的重要
基礎。

涉襲《環時》記者「佔旺女村長」落網
另一涉案青年被控非法集結傷人及襲擊3罪 昨提堂申保釋被拒須還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婷）《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
本月 13 日在香港國際機場遭
暴徒圍毆，社會各界強烈譴責
暴徒嚴重暴力行徑，支持香港
警方依法拘捕懲處涉事暴徒。
警方繼上周五（16 日）拘捕
一名涉案的 19 歲男子賴雲龍
後，昨日再於青衣拘捕多一名
23 歲女子，據指是自稱「旺
角佔領區女村長」的畢慧芬，
她正被警方以涉嫌「非法禁
錮」及「傷人」扣查。至於早
前被捕男子賴雲龍，昨日在東
區裁判法院提堂，被控以參與
身體傷害三罪，他申請保釋被
拒，須還柙交由懲教署看管至
10 月底再提訊。
告賴雲龍（19 歲），控罪指他
被2019
年 8 月 13 日至 14 日期間，

在赤鱲角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
G 位通道與其他不知名者參與非法集
結，並一起非法及惡意傷害《環球時
報》記者付國豪。
此外，被告亦被指同在 8 月 14 日於
一號客運大樓 J 位通道附近襲擊付國
豪，因而對事主造成身體傷害。

警再看
「天眼」
緝其他涉案者
被告於上周五（16 日）在葵涌落網
後，一直被警方扣查，昨晨再由警車
押解到東區裁判法院提堂，他暫毋須
答辯。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 10 月 28
日再提訊，其間等候警方作進一步調
查，包括翻查閉路電視，以及追查有
否其他涉案者。

上月沙田示威涉襲警被捕
控方同時反對被告申請保釋，指被
告另涉及 7 月 14 日的沙田遊行示威
中，在新城市廣場涉嫌衝擊警方防線
及襲警，而被告在涉嫌襲警獲准保
釋，原定等候本周五（23 日）於沙田
裁判法院提堂，保釋期間再干犯本
案，且指控更為嚴重，涉嫌襲擊一名
內地記者，當事主由救護員送上擔架
床時，仍遭被告追前施襲，控方認為
被告若獲保釋，或會在其他的公眾活
動中再度干犯同類控罪。
辯方則指，本案情況有別於沙田的
案件，被告當時因事主不是說廣東
話，又遲遲未有表露身份，而且未如

其他記者一樣穿着黃色背心作識別，
因而懷疑他是「間諜」才出於「自
衛」向事主施襲。
辯方又指，被告在本港出生及長
大，但只有小學六年級學歷，父母已
分開，他獨居上水一公屋單位，現於
酒店兼職侍應，每月上班 15 天，月入
8,000 元。被告願以 4,000 元現金申請
保釋，以及遵守宵禁令、定時到警署
報到、以及不離開香港等保釋條件。
惟申請最終不獲裁判官批准，須還柙
至 10 月 28 日再提訊，其間交由懲教
署看管，但被告保留本月 27 日申請覆
核保釋的權利。
至於另一名涉案的畢慧芬，2016 年
7 月曾因涉嫌參與當年大年初一旺角
暴亂，拿起磚頭供他人擲向警員，而
被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探
員拘捕。上月，畢慧芬到瑪嘉烈醫院
要求醫護發出證明，讓她可參加絕食
活動，而在被醫護拒絕後情緒激動，
涉揮拳打中醫院女保安的左臉，及拒
絕向警員出示身份證，因此被控一項
普通襲擊和一項抗拒警務人員罪名。
案件 8 月 9 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
訊，控方將拒捕控罪改控為阻差辦
公，裁判官准被告保釋，案件押後至
10月4日再訊。

■《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 13 日晚在
機場被大批暴徒綑綁毆打。 資料圖片

■涉機場毆打案的男子賴雲龍（右），昨日被押解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被告面對控罪及最高刑罰
控罪

最高刑罰

非法集結

監禁 5 年

嚴重傷人

終身監禁

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

監禁 3 年

襲警**

監禁 2 年

**涉及7月14日沙田遊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疑拳打腳踢事主
被告涉三宗罪
香港國際機場上周二
（13
日）遭大批暴徒塞爆
&
離境大堂，晚上再上演暴
徒虐毆內地旅客長達 5 小
時，當中《環球時報》記
者付國豪更遭綑綁毆打，當付由救護員
送離機場大堂時，部分暴徒仍緊追不
放，其中一名肥身材、手持美國國旗的
蒙面男暴徒，至少兩度用旗杆襲擊躺在
擔架床上的付，另有狂徒向付的頭部掟
水樽。
警方新界南總區重案組事後經調查，
至上周五（16 日）掩至葵涌區拘捕 19 歲
男被告賴雲龍，懷疑他當天在機場用旗
杆襲擊躺在擔架上送院的付國豪，另又
在事主被大批暴徒包圍倒地時，涉嫌用

腳踢向付的身體及揮拳襲擊。
賴共涉三宗罪包括「非法集結」、
「傷人」及「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被
扣查。
據悉，被告經帶署警誡下，承認有襲
擊事主付國豪。

料至少 10 人涉案
由於本案《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遇
襲當日，電視直播的新聞畫面可見被大
批暴徒綑綁圍毆，料曾對付國豪進行非
法禁錮及襲擊毆打的人至少有 10 人，當
中亦不排除有暴徒同時參與了之前非法
禁錮和毆打另一名內地旅客的案件，估
計稍後或有更多涉案暴徒落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數名黑衣暴徒前晚把掛於粵海大廈外牆的國
旗拆下，並丟棄地上。
資料圖片

粵海集團斥「黑衣幫」辱國旗促嚴懲

非法集結、傷人及襲擊致造成

■自稱「旺角佔領區女村長」的「鳩
嗚團」女常客畢慧芬亦涉襲擊環時記
者案被捕。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周日（18 日）
有人標榜所謂「和平、理性、非
暴力」的集會，延至當晚卻出現
侮辱國旗一幕。在上環的粵海大
廈，一行 5 人的黑衣人將懸掛於
大廈牆外的一面中國國旗拆下，
更棄於地上不顧，此舉公然挑戰
國家主權，嚴重冒犯國家尊嚴。
粵海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昨日發表
聲明，強烈譴責極端激進分子侮
辱國旗的嚴重違法行徑。

指極大傷害兩地人民感情
聲明說，18 日晚，在香港上
環一大廈，約 5 名示威者舉起多
把雨傘遮擋閉路電視鏡頭，用利
刃割斷國旗上的繩索。整個過程
歷時約十幾秒，他們將國旗扔在
地上然後離去。這是又一起污損
國旗的惡劣事件。這一行徑嚴重
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國旗與
國徽條例》，公然冒犯國家、民
族尊嚴，肆意踐踏「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極大地傷害了包括香
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感
情。粵海集團對此表示極大憤慨
和強烈譴責。
聲明說：「我們堅決支持香港
特別行政區警隊和司法機構果斷
執法、嚴正司法，盡快將違法犯
罪分子繩之以法，維護香港法治
和社會穩定。極少數極端激進分
子侮辱國旗的醜陋行徑再一次表
明，他們的所作所為已經遠遠超
出了自由表達意見的範疇，滑進
犯罪的深淵。對此必須依法嚴厲
懲處，絕不手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