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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活動的「網民」聲稱，基於今日美國國
會復會之際，藉今次活動，呼籲美國落實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云。除有數十人扮旗
手，在遮打花園揮舞美國國旗，奏起美國國歌
《The Star-Spangled Banner》，遊行者更高喊
「特朗普總統，請解放香港」，呼籲美國支持
香港爭取自治民主，制裁中國。還有「光復香
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
口號。
集會上，有人稱「必須有外國的關注和幫
助」，「要有佢哋出多啲聲，出面制裁，所以
好重要」；也有人揚言透過今次行動向美國國
會表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制裁，
「國際關注或有助向特區政府或中國施壓」；
還有人稱，自由精神和獨立個性，是香港和美
國人的共同價值，美國支持香港民主，將有利
建立美國和香港的長久友誼云。

吳亮星：行為可恥 必須譴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指出，長久以來，
賣港派勾結外國勢力，已經是公開的秘密，近
日賣港派代表人物、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公然
宣稱「香港是在為美國而戰」，狼子之心已經
表露無遺；其黨羽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及
「香港2020」陳方安生等人，不斷跑到美國，
乞求美國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為迎合金主的
胃口，更常作挑釁中央政府的舉動，今次更明

目張膽，在中國的國土上揮舞美國國
旗，甚至要求美國「解放」香港的口
號，行為極之可恥，必須予以嚴厲譴
責。

盧偉國：與賣港賊割席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批評，賣港派與縱
暴派所發動的遊行、示威及集會活
動，只是為暴民提供聚集的
場合，最終都是引發出一場
又一場的暴亂，暴力一次
較一次嚴重，今次更公
然宣揚「港獨」之
餘，還表明願意押上
香港一切作賭注，給
美國作為貿易戰籌 碼 ，
「這是我們完全不能接受的，除
予以強烈譴責之外，全港市民應與這些
賣港賊割席。」

何啟明批為討好金主策動攻勢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示，很明顯，今
次為賣港派與縱暴派，為討好金主的歡心，於
是策動新一輪挑戰中央底線的攻勢。而外國勢
力干預香港事務，再拖中央政府後腿的陰謀，
經過今次亂象，已經從以往暗地裡進行，變為
現在明目張膽，擺明車馬，向中央政府和特區

政府施壓。有見及此，市民應團結起來，避免
被這些賣港派有機可乘，特區政府也須強硬起
來，不能讓歪風滋生。

何俊賢：「法案」不符港情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評，這只是賣港
派與外國政府的一台戲，所謂的《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有關內容完全不符合香港實際情
況，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勢力對於香港事務無
資格說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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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方安生應美
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邀請

外訪，四處「唱衰香
港」，更獲白宮
臨時安排和美
國副總統彭斯
短暫交談。

7月
份

黎智英先後與美
國副總統彭斯、國

務卿蓬佩奧及美國
總統國家安全事務
助理博爾頓會
面。

5月
16日

李柱銘於聽證
會上屈中國將在港的
外國人當人質，
煽動美國重推
人權民主法。

9月
6日

何俊仁表示樂見
美國會討論通過人權
法案，指將對
涉事的兩地官
員有制裁作
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美國國會9
月復會後，料將討論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對於推動人權法，「禍港四人幫」
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何俊仁等賣港
派早已蠢蠢欲動，屢次赴美與美政客見面，
要求美國國會盡快完成《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2019》的立法程序，乞求美方「制裁香
港」。
其中，黎智英7月份先後與美國副總統彭
斯、國務卿蓬佩奧及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
助理博爾頓會面，討論香港局勢；其接受台
媒訪問時狂妄說：「美國官員理解，香港正
為美國而戰」，又揚言「香港猶如為美國深
入『敵陣』（中國）作戰一樣」，黎智英公
開他是美國代理人。
李柱銘5月16日於聽證會上屈中國將在港

的外國人當人質，煽動美國重推人權民主
法；9月1日，指人權法案一旦通過，會及
時處分香港某些人，「比如他影響香港的人
權民主，可以將他的資產封掉。」
陳方安生3月22日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邀請外訪，四處「唱衰香港」，更獲白宮臨
時安排和美國副總統彭斯短暫交談，兩人談
論香港的情況，尤其是「一國兩制」所保障
的人權和自由的實踐。
何俊仁9月6日表示樂見美國會討論通過

人權法案，指將對涉事的兩地官員有制裁作
用。
此外，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黨魁楊岳橋、立

法會議員郭榮鏗9月2日向美國國會兩黨領
袖發聯署信，呼籲盡快就《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完成立法程序。「香港眾志」秘書長
黃之鋒、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8月31日投書
《紐約時報》，促請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賦予美國總統權力，懲罰
干涉香港事務的中國官員。

「禍港四人幫」屢赴美 見政客乞求「制裁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昨日有示
威者到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請願，促請美
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
案，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對有美國國會
議員再次提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草案表示遺憾，重申外國議會不應以任
何形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

對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
案提及《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
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等，香港特區
政府發言人表示，行政長官已在
9月4日宣佈，特區政府會正式

撤回條例草案。此前，政府亦已經多次明確表示
有關修例的一切工作已完全停止。
發言人又指，香港作為單獨的關稅地區和擁

有貿易自主是由基本法第一百一十六條及第一百
五十一條所賦予，絕非其他國家施予。香港有極
大的自身利益維持高度自治，以保障「港人治
港」下香港的利益。
發言人重申，自回歸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

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充分體現「一國兩制」得到全面和成
功落實。人權和自由在香港受到基本法、《香港
人權法案條例》及其他法律的充分保障。特區政
府十分重視，亦必定全力維護。

港府：外國議會不應干港事

美國國會今日（9
日）復會，並處理有
關《香港人權及民主
法案》，若法案一旦
通過的話，美國國會
將每年審視香港的地
位，並評估是否繼續

按《香港政策法》將香港視為有別
於中國內地的獨立關稅區，給予各
項優惠及便利措施云。對於美國的
舉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早前
表示，美國國內有人「執迷不悟、
是非不分」，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
堅決反對。
9月6日，外交部發言人耿爽主持

例行記者會，有記者就美國國會官
員表示將爭取盡早推進涉港議案通
過提問。耿爽表示，此前我們已經
多次就香港事務表明立場，美國國
內的一些人執迷不悟、是非不分，
威脅推動有關的涉港議案，對香港
事務說三道四，粗暴地干涉中國內
政，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耿爽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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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貫徹落實。
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項權利自由都依
法得到了充分保障，這是任何不帶
偏見的人所承認的客觀事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美威脅推涉港議案
外交部批執迷不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賣港派與縱暴派勾結，以反修例為幌子，挑起一

連串激進暴力事件，藉此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推動「港獨」的狐狸尾巴顯露

無遺。昨日有聲稱「網民」者發起遊行至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促請美國國會盡快通

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其間更有數十名出席者揮舞美國國旗、奏美國國

歌，甚至喊出「特朗普總統，請解放香港」等口號。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直斥，以「賣港四人幫」為首的一幫人等，過去「車輪式」跑到美

國，乞求對香港作出制裁措施，從而牽制中央政府，令美國在貿易戰中佔上風。

而今次遊行，更是刻意挑戰中央的底線，「港獨」派更是肆無忌憚煽動「港

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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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國 勢 力
插手港事。

設計圖片

昨日，有暴力運動搞手在中環遮打花園發
起集會，部分參與者高舉美國國旗，遊行至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促請美國國會通過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反修例暴力風波
持續三個月，「顏色革命」的本質進一步顯
現，已經發展到越來越公然挑戰國家主權、
挑戰「一國兩制」下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
權、逾越「一國兩制」底線。煽暴派、縱暴
派為了自己奪取香港管治權的政治圖謀，自
甘充當美國反中亂港的棋子，為美國遏止中
國崛起效犬馬之勞，不惜摧毀香港的繁榮穩
定。但無數事實證明，發生「顏色革命」的
國家和地區沒有一個有好下場，只會淪為被
人用完即棄的工具。中央堅定不移在港落實
「一國兩制」，有足夠多的辦法、足夠強大
的力量穩定香港，港版「顏色革命」注定失
敗，煽暴派、縱暴派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
柱上；而對外部勢力抱有幻想者，如果不幡
然悔悟，最終亦會為自己的反智埋單。

反修例暴力風波以來，幾乎每次激進活動
都有人舉起英國旗、美國旗，企圖打「國際
牌」，乞求外部勢力撐腰，逼特區政府滿足
煽暴派、縱暴派提出的「五大訴求」，甚至

令 香 港 達 至 所 謂 「 真 正 的 雙 普

選」。暴力場外，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
生等亂港、賣港政棍，和黃之鋒、羅冠聰等
後起「港獨」分離分子，頻頻與美國、西方
政客唱和，要求美國西方加碼施壓，甚至以
通過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相要挾。
這種高舉美國旗向美國表忠心，主動邀請美
國干預的行為，令反修例暴力風波的圖謀昭
然若揭，就是要把香港從中國脫離出去，變
成美國的附庸。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上
月在通報中央重要精神時指出，修例事件已
經變質，帶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昨
日激進示威者舉起的美國旗之多，乞求美國
「給予香港自由」之聲嘶力竭，進一步暴露
暴力風波的「顏色革命」本質。

這場暴力風波發生在中美貿易戰的大背
景下，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的國際城
市，因為深度融入全球經濟，也就成為美
國要挾中國乃至遏制中國發展的重要抓
手。今年 3 月到 7 月，美國副總統彭斯、國
務卿蓬佩奧、眾議院院長佩洛西等以反華
著稱的政客，先後與黎智英、陳方安生、
李柱銘等「禍港四人幫」頻繁會面，面授
機宜；「港獨」分子黃之鋒、羅冠聰等人
被拍到與美國駐港人員密會；在反修例的
街頭暴力活動中，不僅出現了大量的外國

人身影，美國旗屢見不鮮，越舉越多，暴
徒向美國示好，企圖換取美國庇護；美國
政客竟然把香港的暴力衝擊，美化為「美
麗風景線」。美國總統特朗普更把香港作
為中美經貿談判的籌碼，他曾發推文揚
言，中國想要達成貿易協議，先要「人道
地」處理香港問題。種種跡象證明，美國
在香港問題上下其手，唯恐香港不亂，是
香港近期亂象的幕後黑手。

歷史的殷鑒並不遙遠。美國作為策動「顏
色革命」的罪魁禍首，在埃及、烏克蘭、利
比亞等國家，製造了一段段血淚交織的悲慘
歷史。不久前，有人在本港多個社區播放講
述烏克蘭「顏色革命」的紀錄片《凜冬烈
火：烏克蘭自由之戰》，試圖將本港反修例
暴力風波和烏克蘭「顏色革命」相提並論，
煽動本港仿傚烏克蘭，把反修例風波演變成
「顏色革命」。環顧世界、回顧歷史，「顏
色革命」沒有給任何一個地方帶來法治安
定，更沒有帶來民主自由和繁榮昌盛，帶來
的只有動亂無序、人道災難。這部影片，隱
去了烏克蘭「顏色革命」後淪落為歐洲最落
後國家的結果，蒙騙部分不明真相香港人幻
想香港可以成為另一個烏克蘭，真是其心可
誅。

正是在一個個打虛幻民主自由旗號的政
治謊言誘騙下，讓一部分香港人尤其是被洗
腦的年輕人，為令香港變天，引外力撐腰，
竟然高舉起美國旗，促請美國國會通過《香
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甚至要求美國制裁香
港，取消香港的特殊獨立關稅區地位，以此
要挾中央和特區政府給予港人所謂「真正自
由民主」。縱暴派、煽暴派迷夢不醒，舉動
更無知、反智、荒謬。

反修例暴力運動給香港帶來混亂撕裂、流
血衝突、經濟下行，港人需要看清其本質和
危害，不要替這場港版「顏色革命」埋單。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擲地有聲強調：「任何危
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
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絕不允
許。」中央捍衛國家主權安全、捍衛「一國
兩制」的決心不容置疑，香港各界要堅定信
心支持特區政府和警方止暴制亂，確保「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港
版「顏色革命」結果只有一個：徹底失敗。
所有策動者、參與者，必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和民意的審判。

暴力衝擊更顯「顏色革命」本質 挑戰國家主權難逃失敗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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