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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止暴制亂是14億國人共同意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加拿
大總理杜魯多日前針對香港近日發生
的連串事件稱，香港特區政府「需要
尊重基本權利，包括和平集會的自
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
指，希望加方停止在香港事務上說三道
四、指手畫腳，干涉中國內政。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批評加方將暴力
違法行徑同和平集會混為一談，是為暴
力違法分子撐腰打氣，並再次敦促有關
國家和政客擺正位置、懸崖勒馬，立即
停止拿香港事務「刷存在」。
杜魯多日前聲稱，在和中國的諸多

爭端中，加拿大政府無意退讓，要捍
衛自己的利益，並提到香港有30萬加
國公民，都受到了數周來暴力抗議活
動的衝擊，故該國政府正「密切留意

事件發展」，並「要求」各方「保持
克制」，香港特區政府要通過對話解
決問題，要「尊重包括和平集會自由
等基本人權」云云。
耿爽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回應杜魯多聲稱不會退讓時表示，加
方近來在涉港問題上頻頻發聲，有一
系列的錯誤言論。「這裡我要再次指
出，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
何國家、組織和個人干預。加方沒有
任何資格和權利來妄議香港事務。我
們希望加方能夠遵循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停止在香港事務上說三
道四、指手畫腳，干涉中國內政。」

批加無視警依法懲暴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亦表示，加

拿大方面屢次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
指手畫腳，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我
們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指出，加方錯誤言論將暴力

違法行徑同和平集會混為一談，無視
香港警隊依法懲治暴力，卻別有用心
地提出所謂各方保持克制。這種是非
不分、黑白顛倒的錯誤言論，與當前
香港社會和全體市民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的普遍訴求背道而馳，實質是為
暴力違法分子撐腰打氣。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
國、組織和個人干預。「我們再次敦
促有關國家和政客擺正位置、懸崖勒
馬，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立
即停止拿香港事務『刷存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蘋
果日報》昨日在即時新聞引述英國《每
日郵報》報道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近日去信警告」多個英國國會議
員，要求他們停止發表「不尊重」香港
的言論，否則將「面對後果」云云。梁
振英昨日在facebook發文表示，自己沒
有向任何英國國會議員發信，將向《每
日郵報》及相關議員查究，並保留一切
權利，並要求《蘋果》馬上撤回有關報
道，惟《蘋果》並無撤回。不少網民留
言建議梁振英要追究《蘋果》。
《蘋果》昨日一早就刊出即時新聞，

聲稱英國《每日郵報》報道指，多個
「曾聲援香港示威」的英國國會議員接
到由梁振英署名的「恐嚇信」，內容聲
稱若有關人等「繼續搞煽動，中國政府
會更詳細闡釋將來的後果」。《每日郵
報》聲稱該種「直接的恐嚇」是「前所
未見」云云。
《蘋果》續引述《每日郵報》的內容

稱，有英國國會議員批評中方「打手」為
了「壓制批評」而「無所不用其極」，並
稱自己在國會40年未收過類似信件，而
報道中並無聯絡梁振英回應事件。

網民促追究「毒果」
梁振英昨晨在fb發文指出該報道不

實，並要求《蘋果》撤回報道，但《蘋
果》事後僅在有關報道中加了一句「梁
振英其後否認有發信」，報道內文的描
述依然是「梁振英在信中說」、「梁振
英強調」，有誤導之嫌。
網民「Pui Pui」就在梁振英的帖文中
留言︰「 一定要追究《蘋果日
報》！」「Carl Lam」亦說︰「《蘋果
日報》散播失實報導（道），製造社會
不安，要追究其法律責任。」
在中國外交部昨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

上，有記者向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問及此一
問題。耿爽回應說：「當事人都否認了，
你還希望我有什麼評論呢？我還能有什麼
評論呢？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香港文匯報訊 一些西方國家官員
對《華爾街日報》聲稱，近期在英
國、澳大利亞等地有反對香港暴力活
動的遊行，「可能是中國駐當地外交
機構組織和支持的」，並對此「表示
關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昨
日例行記者會上回應指，包括廣大香
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對香港
局勢最大的訴求就是要止暴制亂、恢
復秩序，最大的期待就是要維護香港
的繁榮與穩定。「這是14億中國人
的共同意志。你覺得14億人的意志
是可以組織和操控的嗎？」

籲海外公民理性表達愛國
耿爽在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提問時表
示，近來在外國的一些城市，確實有
一些海外華人華僑和中國留學生走上
街頭來表達他們支持祖國統一、要求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願望和訴求。
「我想：
第一，他們對妄圖分裂國家、抹黑

中國形象的言行表示憤慨和反對，這
完全理所應當，也是情理當中。
第二，我們希望海外中國公民能夠

理性表達愛國熱情，注意保護自身安
全。
第三，中國政府一貫要求海外的中

國公民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同時我
們也希望有關國家能夠尊重和理解海
外中國公民的合法活動，保障和維護
他們的合法權益。
他明確表示，有人聲稱這些反暴遊
行是中國駐外機構組織的，「我可以
明確地告訴你，當前，包括廣大香港
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對香港局
勢最大的訴求就是要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最大的期待就是要維護香港的
繁榮與穩定。這是14億中國人的共
同意志。你覺得14億人的意志是可
以組織和操控的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近期，多位美國
政界人士大打香港牌，妄圖將中美經貿談判與香港問題掛
鈎。對此，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指
出，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高峰指出，已注意到特朗普總統此前曾經表示，「香港

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解決，不需要建議。」對
此，中方希望美方能夠說到做到。他強調，香港事務純屬
中國內政。

外交公署促加國勿拿港事「刷存在」

商務部批美圖貿戰掛鈎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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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 中新社

是次香港激進分子要模仿
的所謂「人鏈示威」，參考
的是30年前、即1989年 8
月 23 日的「波羅的海之

路」的示威活動。當時，波羅的海三國︰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地約200
萬人，組成了長度超過600公里的人鏈，
向國際表達要脫離蘇聯治下、各自獨立的
訴求，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獨立運動。激進
分子要搞類似的「香港之路」活動，明顯
是要鼓吹「港獨」。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曾是俄羅

斯帝國的領土，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獨
立，至二戰時期，該三地被納入蘇聯。三
地聲稱自己是被蘇聯以武力非法合併，及

不斷想辦法要尋求獨立。1989年，三地發
起了「波羅的海之路」，引起國際社會極
大關注，最終在示威的6個月後，立陶宛
首先獨立，其後另外兩地亦宣佈獨立，國
際社會及蘇聯政府其後亦予以承認。

「台獨」分子曾仿效
由於「波羅的海之路」被視為「獨立運
動」，「台獨」分子曾起而仿效。2004年
2月28日，台灣地區舉行所謂「二二八百
萬人手護台灣運動」，由陳水扁、李登輝
主持了啟動儀式。該「運動」的文宣中
稱，波羅的海三國人口總數比台灣來得
少，其地形也不如台灣，但三國都「不畏
強權，勇敢的向世界喊出要求獨立建國，

台灣的地理環境比他們優，條件比他們
好，為何不敢勇敢的要求『獨立』？」
一直鼓吹「台獨」的台灣地區領導人、

民進黨的蔡英文此前就邀請前「考試院
長」姚嘉文，亦計劃在2020年「總統」大選
前夕再推動一次與2004年「二二八百萬人手
護台灣」的活動。港激進分子仿效並組織類
似的所謂「香港之路」行動，「港獨」之心
昭然若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所謂「波羅的海之路」是波羅的海三國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1989年

在蘇聯治下所採取獨立行動之一。「台獨」
分子其後曾經仿效，其間大肆散播「台獨」
思想。有激進示威者近日號召，在「波羅的
海之路」30周年的日子，即今日在港鐵三
線以人鏈築「香港之路」。

參與者圖宣示「爭獨」決心
人鏈將分成 3段，分佈「港島線」、
「荃灣線」和「觀塘線」。他們今晚7時
在指定地鐵站外集合，其後在站外的行人
路上排隊，手牽手組人鏈，估計行動至晚
上9時結束。主辦者聲稱，由於未能預測
會有多少人參與，且是次行動「無意對公
眾造成滋擾」，故並無申請不反對通知
書。
儘管主辦者聲稱，是次行動旨在「繼續
以和理非方式向當權者展示市民對於落實
五大訴求、捍衛人權、公義與法治的決
心」，試圖瞞騙市民，但事實上，「波羅
的海之路」是爭取獨立的行動之一，而模
仿此一做法，有關人等企圖宣示的政治立
場已經非常明顯，就是將香港比作波羅的
海三國，一樣「『他國』武力侵佔」及
「建立不法政權」，而參與者所為就是要
「宣示『爭取獨立』的決心」。

批行動具「顏色革命」特徵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港獨」分

子一直死心不息，通過不同手段「播獨」，誘
騙不明內情的市民參與。是次「港獨」分子借
「反修例」之名，企圖將「港獨」從暗走到
明，在香港製造亂局，企圖牽制國家的發展大
局，甚至將「顏色革命」的禍水引向中國內
地，用心惡毒，必須予以譴責。
全國政協委員、新社聯會長梁志祥形
容，目前的形勢已經非常清楚：激進示威者
已不是「掟吓嘢」、「衝一衝」這麼簡單，
正如國務院港澳辦和中聯辦早前在深圳舉辦
的香港當前局勢座談會上表示，這些行動已
變了質，逐漸顯露出「顏色革命」的特徵。
他強調，這種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原
則底線必須予以譴責，更須大力禁止，不能
讓「港獨」的毒草不斷生長，影響香港社會
繁榮穩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出，今次所謂

人鏈築「香港之路」是不折不扣地鼓吹「港
獨」的行為，「港獨」分子、煽暴派及縱暴派
不要再躲在爭取所謂「五大訴求」的偽命題
上，厚顏地騙取市民的支持，說到底今次是
「主權及管治權」的爭奪戰，故應以最嚴厲態
度譴責有關人等，特區政府更應正視問題及
採取適當行動，絕不能助長「港獨」之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分子以所謂「波羅的海之路」30

周年為名，發起今晚在港鐵三線以人鏈築所謂「香港之路」。多名政界人

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指，「波羅的海之路」是當年波羅的海

三國推動獨立的策略之一，「港獨」分子策劃是次活動，明顯是在大打

「港獨牌」，狐狸尾巴盡露，就是要在香港搞「顏色革命」。社會各界必

須予以強烈譴責，特區政府亦應正視，香港市民更應認清有關人等的真面

目，與之劃清界線，不要被有關人等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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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鏈示威屬「獨立運動」

■激進分子發起今晚以人鏈築所謂「香港之路」，政界人士指活動明顯是在打「港獨牌」。圖為暴徒築人牆抵擋警方防線。 資料圖片

■■人鏈示威具獨人鏈示威具獨
立運動性質立運動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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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爽 外交部網站圖片

■在英國倫
敦的海外華
人日前自發
組織集會，
表達支持祖
國統一，要
求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的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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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fb發文指從未向任何英議員發信。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