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促停推「人權法」干港事
強調無懼任何威脅恫嚇 勸美政客多做好事少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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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日
前宣稱，復會後要盡快將《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提上議程進行
辯論和表決。同濟大學國際與公
共事務研究院院長夏立平教授昨

日在接受香港中通社訪問時分析，一旦法案通
過，受傷害最大的還是香港經濟，「絕大多數
鼓吹此法案的香港激進示威者，最終其實都會
變成『炮灰』。」
夏立平在訪問中分析，法案要通過，需要美

國國會三分二多數同意，「這次共和民主兩黨
都有議員在推動此事，相信通過的可能性較
大。」
他認為，美國總統特朗普本人會願意法案通

過：「如果法案通過，認證香港自治狀態的權
力就全在特朗普政府手裡了，因而，他應該很
樂於將此作為他向中國施壓的工具之一，就像
『台灣旅行法』等幾個涉及台灣的法案一
樣。」
「如果整個過程歷時數月，到時若恰逢中美

達成貿易協議的關鍵時刻，這將造成很大的負
面影響。不過總體而言，特朗普應該不會去阻
止或延緩兩院通過法案的進程。」夏立平補充
道。
法案一旦通過，對中國將有何影響？夏立平

指出：「美國通過法案本身就是在干涉中國內
政。法案如果通過，對內地肯定也有影響，但
受傷害最大的還是香港經濟。因為香港的獨立
關稅區地位對其貿易有很大好處，包括可以免
受關稅戰影響等。而對內地來說，香港仍是比
較重要的窗口，因而也會受到影響。絕大多數
鼓吹此法案的香港激進示威者，最終其實都會
變成『炮灰』。」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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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生赴澳賣港大專生赴澳賣港 政界批損己前途政界批損己前途

舒默在日前（周四）的聲明中敦促美
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Mitch McConnell）在國會下周復會
後，盡快將《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提
上議程進行辯論和表決：「在香港人民
行使言論自由和其它基本民主權利的同
時，我們必須對中國共產黨『針對香港
人民』的行動作出回應，這一點至關重
要。……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向習主席表
明，美國參議院與香港人民『站在一
起』。」
耿爽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
記者提問時表示，「中方已多次就香港
事務表明立場。美國內一些人執迷不

悟、是非不分，威脅推動有關涉港議
案，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粗暴干涉中
國內政，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
他指出，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得
到了切實有效的貫徹落實，香港居民享
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都依法得到了充分
保障，這是任何不帶偏見的人所公認的
客觀事實。
耿爽強調，香港的未來和前途命運

必須也只能掌握在包括香港同胞在內
的全體中國人民手中。「我們不懼怕
任何威脅和恫嚇。任何妄圖破壞『一

國兩制』、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圖謀
都必將遭到包括廣大香港同胞在內的
全體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任何干預
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企圖都不會得
逞。」
「在此我要再次奉勸美方有關政

客，立即停止推動有關涉港議案，立
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涉香港事務，多
做有利於中美互信與合作的事。」他
說。

俄外長：反對干別國內政

有記者問及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副
外長莫爾古洛夫、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
娃分別就涉及中俄關係相關問題發表積
極評論，包括「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
俄中應堅持原則，反對任何勢力干涉別
國內政等」，耿爽表示，面對複雜多變
的國際形勢，特別是一些國家企圖干涉
他國內政的行徑，中俄雙方將根據兩國
元首達成的共識，加大相互支持，加強
「背靠背」戰略協作，維護共同利益，
維護好本地區及世界的和平穩定與公平
正義。

國際社會紛籲止暴制亂復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美國國會將

於下周復會，美國國會參議院民主黨領袖

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日前聲

稱，《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將為民主黨

議員推進的首要任務之一。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耿爽在昨日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提

問時強調，「我們不懼怕任何威脅和恫

嚇。……在此我要再次奉勸美方有關政

客，立即停止推動有關涉港議案，立即停

止以任何形式干涉香港事務，多做有利於

中美互信與合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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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爽奉勸美
方有關政客，
立即停止推動
有關涉港議
案，立即停止
以任何形式干
涉香港事務，
多做有利於中
美互信與合作
的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
中國香港近來發生的暴力違法事件，國際
社會各界人士近期紛紛發聲，表示暴力違
法行為嚴重衝擊香港法治、安寧、民生，
呼籲盡快止暴制亂，使香港早日恢復往日
的繁榮穩定。

東盟副秘書長：暴力不能解困
在越南河內舉行的可持續發展創新與減
貧研討會上，東盟副秘書長康富在回答關
於香港局勢的提問時表示，東盟方面對近
期香港局勢深表關注。
他指出，暴力行為不能解決香港面臨的
問題，只會對香港乃至地區發展造成嚴重
影響。尊重和維護法治，盡快恢復社會秩
序，才真正符合香港及其全體市民的根本

利益。
他希望香港社會各界能夠從維護當地長

期繁榮穩定出發，堅持以和平方式、通過
對話尋找解決分歧的合適途徑，而不是升
級暴力活動。

吉爾吉斯斯坦：港事中國內政
據吉爾吉斯斯坦《AKIpress》新聞網報
道，吉爾吉斯斯坦外交部發言人烏蘭．德
坎巴耶夫就中國香港局勢表示，當前發生
在香港的事件屬於中國內政。
他指出，吉爾吉斯斯坦對發生在中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事件感同身受。
吉方希望正在進行的示威活動不會損害

愛好和平的公民的公共安全，並為了中國
的和平與繁榮而得到妥善解決。

巴基斯坦：所有國家應不干涉
針對香港近來發生的一系列暴力事

件，巴基斯坦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巴基
斯坦堅信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支持中
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為維護國家
主權和香港地區繁榮穩定所採取的措
施。巴基斯坦認為，所有國家都應該遵
守國際法以及遵循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基
本原則。
中國駐緬甸使館消息說，緬甸國際合作

部部長覺丁在會見中國駐緬甸使館人員時
強調，緬甸始終堅定支持一個中國政策，
支持「一國兩制」，相信香港將恢復穩定
與法治，希望香港的社會經濟生活盡快恢
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正當香
港各界為了破困局、向前行不斷努力
時，煽暴派和縱暴派為了繼續尋求「國
際關注」而唱衰香港、抹黑國家。自稱
「學界」代表的「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
務代表團」，日前「扮大台」赴澳洲做
所謂「反送中」游說，聲稱特區政府若
不接納所謂「五大訴求」，就「建議」
澳洲議會擱置《澳洲–香港自由貿易協
定》的談判，出賣香港利益。香港政界
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有
關人等抹黑香港，不但損害香港，更會
傷害自己的前途。
所謂「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

團」在澳行程「坎坷」，有成員在入境
澳洲時就被當地海關抽查，被詢問是否
藏有攻擊性武器、與香港暴動是否有關
等，「代表團」原定在墨爾本大學與當
地香港留學生的「見面會」亦自行取
消；打算參加加拿大籍歌手何韻詩在墨
爾本舉行的「對談活動」，但包括維多
利亞國立美術館等十個機構都拒絕為其
提供場地，近期香港不斷發生的暴力事
件，早已令暴徒臭名昭著，游說結果顯
而易見。
惟「代表團」仍不遺餘力唱衰香港、

抹黑國家，聲稱要求澳洲政府立法通過
《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以
「制裁」損害「香港自治」的
官員，使用《反外國干預法》
抵抗中國勢力入侵澳洲社會云
云。
澳洲綠黨參議員 Richard

Di Natale曾與「代表團」會
面。他聲稱綠黨一直關注香
港、支持港人爭取「自由」，
亦「承諾」未來會向澳洲政府
爭取將18,000名在澳香港學
生的學生簽證轉為永久簽證，
讓他們可以「安心」留在澳
洲。

盧瑞安：自我膨脹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坦言，希望

這些學生不要自視過高、自我膨脹，更
不要妄想對澳洲議會提出「要求」。澳
洲議員的「承諾」只是「得把口講」，
為自己攫取政治資本、增加曝光率，而
澳洲政府不會做出不符合自己國家利益
的事。至於「代表團」成員被澳洲海關
抽查，則更證明澳洲警察非常摒棄「搞
事者」，避免讓矛盾和衝突輸入澳洲。

郭偉強：非常愚蠢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認為，「代

表團」去「游說」他國議員，其實是將
自己的問題給他國。「代表團」向澳洲
政府提出「要求」，是非常愚蠢的行

為，而議員不代表政府，如果任何地方
願意收留香港的「破壞分子」，香港亦
沒有人會反對。

顏汶羽：損人不利己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現時科技

發達，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清楚掌握香
港的實際情況，無需聽取片面失實的訊
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落實，
國際社會有目共睹，自由貿易是香港和
澳洲的雙贏措施，「要求」澳洲擱置
《澳洲—香港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
完全是損人不利己的行為。他直言，
「香港青年要想清楚，不要做出損害香
港的事，既傷害了自己的前途，也
抹黑了香港。」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與澳洲議員會
面。 fb圖片

■曾聲言反對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的
台灣記者廖士翔，批評使用暴力者是
「豬隊友」。 fb圖片

香港暴力衝擊不斷，
令反暴力的香港市民義
憤 填 膺 外 ， 也 令 一 些
「黃絲」看清真相。曾
聲言反對香港修訂《逃

犯條例》的台灣年代集團旗下年代新聞
台與壹電視新聞台記者廖士翔，在早前
來港採訪有關新聞時拍攝暴徒拆毀欄杆
製作路障，就只因說了一句普通話便被
人群起問候，直至他拿出「壹電視」記
者證這「免死金牌」才得以脫身。他於
事後反問：「只因為我是台灣人，所以
我逃過了一劫；難道我今天是中國大陸
來的記者，群眾打人就合理化了嗎？」
他更批評使用暴力者是「豬隊友」，
「和理非的訴求，好像快被少數人士給
消費光，更斷送其他『社會運動』所做
的努力了……」

根據廖士翔的facebook資料，他於上
月30日早上從台灣乘飛機來港，並發帖
指稱「第三度前往香港，見證看看是不
是真有所謂的『831大限』，也希望此
行一路平安」，更在帖中聲稱自己反對
香港修訂《逃犯條例》的立場。

在本周三，廖士翔就發帖以「感到痛
苦」來形容其心情。他說，曾在連線直

播時面對一群人對他罵髒話、用傘阻擋
拍攝，甚至是被攻擊，「好在這回靠着
記者工作證，讓風波稍稍平息」，「我
本人沒掛彩受傷，也沒像怡德那組，被
投擲的汽油罐給波及，何其萬幸。但走
到現在，和理非的訴求，好像快被少數
人士給消費光，更斷送其他『社會運
動』所做的努力了……」

廖士翔進一步解釋，8月31日接近傍
晚時，抗議群眾情緒漸漸高漲，原本在
灣仔警察總部前的祈禱會，變成了拆公
車站柵欄製作三角形拒馬。當時，他透
過鏡頭拍攝群眾們蒙面拆除柵欄的過
程，有人擔心身份因而曝光，即圍攏起
來並用雨傘遮擋。然而，當他準備與台
北一方作直播時說了一口普通話，接下
來「髒話就飆出來，所有人一擁而上，
撐起雨傘擋在我跟手機鏡頭中間」。

他說：「就算表明身份，還是沒有人
要相信；一陣混亂中，就有人趁機抄傢
伙打了過來，但好在大部分的人都還算
克制，我也沒因而受傷。直到我拿出了
壹電視的識別證，才有人高喊『他台灣
人啦』，所有人才一哄而散。」

廖士翔在facebook上反問：「只因為
我是台灣人，所以我逃過了一劫；難道
我今天是中國大陸來的記者，群眾打人
就合理化了嗎？」

他更忍不住批評道：「對媒體動粗這
種錯誤，不管在台灣還是在其他地方，
好像每場陳情抗議，都有這種豬隊友。
即便你的訴求再正確，小弟我也很難認
同，而這更是破壞了前面『社會運動』
的一切努力。」

台網友：我撐港警！
不少台灣網友紛紛留言表示認同。尤

國華就憶起自己一段經歷：「在香港期
間本人搭乘香港TAXI前往公司。被路
障攔路後圍上來一群的黑子『嘎抓』，
粗暴拍打車門與車窗喊我與司機下車，
被迫下車後我放在後備箱的行李被丟在
地上踢出很遠，司機本人和暴徒起衝
突，我的頭髮突然被一個黑子男拉住往
後扯。在我大聲喊我是台灣來的之後才
放手。所以說，不到香港，不知道這些
學生仔的恐怖。有一些台灣媒體還每天
為他們說話，說他們『被鎮壓』，我只
想說『他們真的被鎮壓 香港就會太
平』我撐港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台記者採訪被圍台記者採訪被圍

批暴力者批暴力者「「豬隊友豬隊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