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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港事毋須特朗普建議
香港事務屬中國內政 重申支持警方懲暴

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再就香港問題發表言
論，宣稱想看到香港問題以非常人道的方
式得以解決。如果中方使用暴力，那將會
影響中美之間的貿易磋商。對此，中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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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縱暴派策動連串反對修訂《逃犯
條例》以來，「禍港四人幫」與
縱暴派等核心人物，多次跑到美
國「述職」，以及公開要求外國
勢力插手；而美國總統特朗普昨
日終開腔，承認把香港問題與中
美貿易協議掛鈎云云。多名政界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直斥「禍港四人幫」與縱暴派等
人，明目張膽，甘當外國勢力
「馬前卒」，徹底損害國家及特
區的整體利益，呼籲市民應該認
清這樣人的真面目，與這些人劃
清界限，不要再被利用。

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強調，香港事務純屬
中國內政，中方注意到特朗普此前曾表示
過「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
解決，不需要建議」，中方希望美方說到
做到。耿爽重申，中國中央政府將繼續堅
定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依

馬逢國：為私利出賣港人

法施政，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
定支持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

據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周日在新澤
西州會見媒體時主動提及香港問

題，並稱會將美中貿易談判同香港問題
掛鈎，希望中方能以人道方式解決香港問
題云云。

暴行嚴重衝擊港法治民生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記者會上
被問及特朗普的相關言論時指出，發生在
香港的遊行示威和暴力犯罪活動已經有兩
個多月了，香港的法治、社會秩序、經濟
民生、繁榮穩定和國際形象都受到了嚴重
的衝擊。「事實證明，沒有法治和秩序的
所謂民主和自由，只會導致無政府主義和
社會動亂，最終損害的是廣大公眾的利
益。」

耿爽重申，當前香港最急迫和壓倒一切
的任務是依法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中國
中央政府將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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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支持依法懲治暴力犯
罪分子。
他說：「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我們
注意到，特朗普總統此前曾經表示過，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解
決，不需要建議』。我們希望美方能夠說
到做到。」

海外公民表達愛國理所應當
至於中國中央政府對於當前香港局勢的
看法，耿爽建議記者仔細閱讀一下 8 月 7
日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在深圳共同

政界斥禍港幫縱暴派甘當外力馬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舉辦香港局勢座談會的有關消息稿。他
說，在座談會上，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局
勢的立場、態度講得非常清楚。
關於中美經貿磋商，耿爽重申，中方的
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中方希望美方能夠
同中方共同努力，落實兩國元首大阪會晤
共識，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礎上，
通過對話磋商來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決
辦法。
此外，近日，全球多個國家的海外華人
和留學生通過齊唱國歌、齊聲討伐暴力行
為等方式，表達其愛國愛港情懷，這一現
象引爆網絡。對此，耿爽表示，海外中國
公民的做法完全是理所應當，同時希望他
們能夠理性表達愛國熱情，注意保護自身
安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體
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
議員馬逢國指出，特朗普的言論表
明他將香港近期發生的問題列為貿
易戰的棋子，一直以「告洋狀」為
樂的縱暴派，真的要問一問自己，
是否還要配合外國勢力遏制中國。
若縱暴派一早就知悉美國主子的險
惡用心，那麼他們就是為求一己私
利，甘願出賣國家、出賣港人，理
應受到千夫所指。

盧瑞安：勾外力製造亂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出，
「禍港四人幫」與縱暴派等核心人
物賣港行為，已屬公開的秘密，現
在更加明目張膽，不再遮遮掩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縱
暴派」公然包庇暴力，揚言「核彈都唔
割（席）」，去年搶女 EO 手機的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即使多項罪成，該
黨亦決定不免除其黨籍，讓他繼續代表
民主黨參加年底區議會選舉。多名政界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事件證明民主黨從過往扮作「相對溫
和」，到近日的所作所為，都看到他們
為得到激進選票已無道德底線可言，由
包庇許智峯到煽動暴力行為等，都如出
一轍，埋沒良心。
因「搶手機」事件而被「凍結黨籍」多
時的許智峯，在近期多宗衝擊警方的暴力
場合中，均走在「最前線」，為暴徒任
「人肉擋箭牌」。有見區議會換屆選舉臨
近，站在「霸位」優先的大前提下，雖然
法庭已裁定許智峯普通襲擊、不誠實取用

電腦及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三項罪名成
立，但民主黨以有關罪行最終只判社會服
務令及罰款，「刑罰不重」為由，決定
「解凍」許智峯黨籍，允許他以民主黨牌
頭報名出戰區選。許智峯日前已向傳媒確
認事件，並向民主黨遞交參加區選的報名
表格，料本周四的民主黨中委會會議通
過。

百般包庇自己友證無恥
對於民主黨包庇許智峯，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葛珮帆指出，許智峯以議員身份，公
然搶走女行政主任的手機，除濫用職權之
外，更是對女性極不尊重的行為，事態相
當嚴重。她批評，民主黨事發至今一直採
取「拖延戰術」，聲稱「凍結黨籍」，事
實上根本無心採取任何懲罰，而許智峯仍
然「大搖大擺」，任意妄為。民主黨的表

現，足以證明其虛偽和無恥，批評對手就
毫不留手，對自己人就百般包庇，現為了
11 月的區議會選舉、為了選票，什麼底線
都可以放棄。葛質疑，許智峯這樣的人如
何能夠當好議員，為市民服務。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認為，當日民
主黨信誓旦旦，聲稱將會針對許智峯所作
的行為作出適當的處理，但一直都以「凍
結黨籍」為藉口，敷衍外界的質疑，擋住
追究責任的壓力。即使許智峯被判罪名成
立並予以懲罰，但民主黨仍然沒有採取任
何行動，直到近日縱暴派與暴徒聯手挑起
事端，民主黨就藉社會大混亂時期，暗度
陳倉，輕輕放過許智峯蝦女人、搶手機的
惡行。
何啟明更指，從民主黨近日所作所為，
看到他們為得到激進選票已無道德底線，
由包庇許智峯到煽動暴力行為等，如出一

轍，實在已埋沒良心。

變相認同暴力令人痛心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許智峯多
次作出激進舉動，亦曾干犯普通襲擊、
不誠實取用電腦等罪名。如今民主黨竟
然視而不見，「解凍」其黨籍，變相認
同其作風及行為，情況令香港市民憂心
及痛心。顏汶羽說，期望民主黨與廣大
香港市民一起向暴力說不，才是真正的
捍衛法治。
過往民主黨處理黨員涉行為不檢都是
「和稀泥」處理，其前主席何俊仁在任立
法會議員時，被揭於立法會會議廳內觀看
性感女模照片，當時只作內部譴責，罰款
1 萬元。另因「求愛不遂」引起軒然大波
的甘乃威，就算立法會成立專責小組調
查，最終也毋須退黨。

市民聲討肥黎 斥煽青年暴衝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再有市民自發到
「亂港黑手」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何文田
大宅及壹傳媒將軍澳總部外示威，抗議黎
智英荼毒香港，賣港求榮，反中亂港，輸
送政治黑金，以及教唆年輕人上街暴力衝
擊等「政治暴行」。
大約 20 多名透過「撐警」活動互相認識
的香港市民，昨晨先到黎智英位於何文田嘉
道理道大宅外示威，再到其位於將軍澳工業
區辦公的壹傳媒大樓外。他們拉起「蠱惑造
謠爛蘋果，資助暴動黑金主」與「資助暴
動，刑事檢控黎智英」橫額，高呼「蘋果日

報，荼毒傳媒，滾出香港，滾出中國領
土」，以及「漢奸走狗賣國賊，為害人間，
鼓吹暴力，誤導學子」等口號。

痛心青年變暴徒毀前程
其中邱先生心痛年輕人，被黎智英旗下如蘋
果日報與壹週刊等媒體教唆，「天天出來遊
行，到晚上變成暴徒衝擊，最後被警察拉去，
盡毀前程，黎智英負有不可推卸責任。」
本身是三名子女媽媽的王女士，昨帶同7
歲大升讀小二女兒參加活動，她特地由大埔
寓所搭車出來反黎智英。「佢經營嘅蘋果日

■市民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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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
。
報同壹週刊真係好差好偏頗，淨係識不斷誇
張同批判警察嘅執法行動，但對於撩起事端
嘅暴徒毆打警員等暴力行為，就隻字不提，
我覺得呢啲係歪曲事實，無新聞道德。」
站在旁邊女兒也認同，稱以「莫須有」

新華社評論：李柱銘反中亂港 難逃正義審判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播發評論
《「反中亂港頭目」李柱銘難逃正義審
判》指，李柱銘是香港反對派老牌政客，
長期以來，他打着「為香港爭取人權民
主」的幌子，充當的卻是西方反華勢力的
代理人，破壞「一國兩制」、推動「港
獨」發酵。在這次「反修例」事件中，他
與西方反華勢力內外勾結，策劃、煽動、
蠱惑極端分子暴力亂港，以期達到奪取香
港管治權的險惡政治目的。李柱銘毫無民
族尊嚴，其賣港賣國的纍纍惡行，勢必逃
不過正義的審判。
評論指，挾洋自重、反中亂港，是李柱銘
最為人鄙視的標籤。翻看歷史，祖籍廣東的
他卻心甘情願做洋奴，阻擾香港回歸、反對

基本法、挑戰「一國兩制」、敵視祖國的惡
劣言行不可勝數，可謂「一以貫之」。
早在香港回歸前，他積極配合港英當局
的政策部署，同時試圖將香港問題國際
化，乞求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回歸祖國
後，李柱銘曾任特區立法會議員，而在實
際言行中屢屢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
線，縱容「港獨」，不遺餘力地攻擊中央
政府，處心積慮地抹黑中國。他長期與美
國等政界右翼分子保持密切聯繫，協助西
方勢力插手香港事務、干預中國內政；他
頻繁組團前往英美等國家，唱衰香港、唱
衰「一國兩制」，乞求西方國家在香港法
治和人權等問題上向中國施壓，以致隔三
岔五就到外國「告洋狀」成為人們對李柱

銘的深刻印象。
作為香港反對派「教父」級人物，李柱
銘利用「政治影響」和資深大律師的身
份，常年一直在西方勢力面前擔當「引路
人、黑中介」的角色，物色、培植和挖掘
了多名「反中亂港」分子，其中就包括非
法「佔中」的首要策劃者戴耀廷和此次
「反修例」事件的重要幕後黑手黎智英。
李柱銘稱得上是香港的「亂源」、「動亂
製造者」。
在此次修例風波中，李柱銘充當了策劃
者、煽動者、組織者的角色，自始至終極
盡破壞抹黑之能事。一方面，他竄訪美、
加、英等國，呼籲西方干預香港事務，請
求美國迫使「香港特區政府撤回條例修

罪名屈警察是不道德。他們異口同聲指，
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也有市民怒批，黎智英勾結美國勢力，
收取大量金錢成暴動黑金主，令旗下媒體
成為操縱輿論及文宣機器。

訂」；一方面，與黎智英聯手，利用黎智
英控制的媒體大肆發佈造謠文章，以偷換
概念、歪曲解讀等骯髒手法，公開抹黑香
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煽動蠱惑
民眾與特區政府和警方進行暴力對抗。身
為法律人，李柱銘公然教唆犯法，破壞香
港的法治基礎，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置
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於不顧，其醜惡行徑
無恥至極。
修例風波發生以來，李柱銘口口聲聲
「願意為民主付出絕對代價」，但在街頭
暴亂事件中，他一面蠱惑香港學生和社會
青年參與暴動，一面卻不讓自己後代沾染
任何「街頭政治」污漬，「兩面人」的算
計和考量展現得淋漓盡致。處心積慮地讓
年輕人充當棋子、炮灰，自己卻當「縮頭
烏龜」，吃「後生仔人血饅頭」以謀求私
利，如此虛偽、狡詐、自私，令人齒冷！

吳亮星：揭劣行民應覺醒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亦批
評，過去大家不斷揭露「禍港四人
幫」與縱暴派等核心人物的賣港惡
行，惟他們總是狡辯。今次修例風
波已經演變為外國勢力與「禍港四
人幫」及縱暴派推動的「顏色革
命」，就算大家成功揭穿黎智英的
賣港行為，他們也會施展慣伎以各
種歪理開脫。現由其「主人」親
證，他們再沒有抵賴的藉口。事實
放在眼前，過去被蒙騙的人士，應
該立即醒覺，與這些人劃清界限，
不要再被他們利用。

何俊賢：獻媚搞亂香港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
評，「禍港四人幫」與縱暴派等
核心人物的賣港惡行，已非秘
密。黎智英等人赤裸裸地向特朗
普獻媚，讚許把香港問題與貿易
戰掛鈎，承認自己甘當外國勢力
的一枚棋子。在過去一段時間，
縱暴派議員有的跑到海外抹黑，
有的在港煽風點火，完全按照外
國勢力的劇本搞事。

劍橋專家：港發展須融入國家

包庇暴峯煽暴力 鴿黨缺德為選票

在今次修例風波中，這些人不斷挑
起爭拗。如「禍港四人幫」之首的
黎智英，就多次跑到美國，向西方
反華勢力投懷送抱，在香港製造亂
局，恫嚇市民，美化暴徒惡行，詆
毀香港警隊，不折不扣扮演西方反
華勢力的馬仔。

■馬丁．雅克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劍橋大學
高級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馬丁．
雅克(Martin Jacques)日前接受人
民網電話專訪時，呼籲香港及時
止暴制亂，並稱只有堅持「一國
兩制」，香港的未來才能得以保
障。
在馬丁．雅克看來，目前香港
的諸多問題都是殖民時期的遺留
痼疾，只有通過改革才能解決問
題。「目前中國政府提出了很多
有利於香港發展的倡議，比如粵
港澳大灣區，就是個很好的例
子。只有融入國家的發展，香港
才能得到發展。」他認為，香
港應該與內地保持良好關係，
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否則與中國南部地區相
比，其影響力將大不如前，這
對香港的發展毫無好處。
馬丁．雅克表示，造成香港
亂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很多
香港民眾對中國內地的無知，
以及對西方的盲目崇拜。「很
多香港年輕人不願將目光投向
迅速發展的中國內地，而是繼
續崇拜西方。這種態度在整個
東亞地區顯得很格格不入。當
與中國加緊合作成為趨勢時，
香港卻在向相反的方向行
進。」

批英政府言論極不負責
他認為，這些香港年輕人應該意識到，
他們的未來是與自己的祖國，而不是西方
緊密相連。「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一國兩制』也為香港的發展帶來巨
大機遇。有些香港人覺得中國內地的道路
不能為香港帶來繁榮，這是極其錯誤的想
法。」
此外，馬丁．雅克還指責了英國等西方國
家的涉港言論，「英國政府的涉港言論是非
常不負責任的，對於遊行中出現的暴力事
件，英國政府並未提及。」馬丁．雅克說，
「如果此類遊行發生在英國，我相信英國政
府的反應肯定會截然不同。英國早已明確表
示支持『一國兩制』，但其涉港言論卻並非
如此，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西方對香港遊
行的支持態度恰恰揭露了他們的虛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