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促美停干港事：勿裝睡別犯渾
美議員誣港警「過度使用暴力」謀動議向港禁售防暴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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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分子、「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曾在今年8月發起
「白宮聯署」，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出口人群管制武器、如

橡膠子彈和催淚彈予香港警方。與之「關係良好」的美國國會眾議
院人權委員會兩名主席，包括民主黨眾議員麥戈文（Jim McGov-
ern）、共和黨的史密斯（Chris Smith）等提出所謂《保護香港法
案（Protect Hong Kong Act）》。
他們在法案中聲稱，香港警察在近期反修例示威中曾使用水炮
車、催淚彈、橡膠子彈、海綿彈、布袋彈、警棍、胡椒噴霧、胡椒
彈等非致命人群管制設備，有時更對和平示威使用了「不必要」及
「不符合比例」的武力，故建議在立法的30日內，美國總統特朗
普要停止批出向香港紀律部隊出售防暴設備及服務的許可證。

港警遭滋擾即噤聲
華春瑩昨日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提問時首先問
道：「我不知道美方這些議員是不是想將這些防暴器材都留在美國
國內自己用呢？」
華春瑩質問這些美方議員：「當極端暴力分子殘忍襲擊和傷害香
港警察，癱瘓機場、地鐵等公共交通設施時，你們所崇尚的法治在
哪裡？當上千名香港警務人員及其家屬個人信息被非法暴露、受到
瘋狂網絡霸凌恐嚇時，你們所標榜的人權在哪裡？當持不同意見的
人士被蒙面黑衣人追逐、毆打、圍攻，受到人身限制和傷害時，你
們所宣揚的自由又在哪裡？」
她批評，美方個別議員一方面將暴力違法犯罪美化為爭取人權和
自由，另一方面把香港警方的忍辱負重、克制執法污衊為過度使用
暴力，這「暴露了他們極端的虛偽和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美曾武力驅散示威
「美方警察又是如何對待示威者的？很多人對2011年『佔領華
爾街』運動、2015年馬里蘭州巴爾的摩騷亂以及最近波特蘭市的示
威畫面恐怕都還記憶猶新。今後，如果類似香港發生的事情在美國
上演，美方這些議員還會如此『仁善』嗎？我們拭目以待。」華春
瑩質問道。
她指出，正是美方一些政客的縱容支持，反中亂港分子才會如此
肆無忌憚、有恃無恐。「我記得前不久，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言人
楊光在關於香港當前局勢看法新聞發佈會上，曾援引毛澤東主席
1963年所作《滿江紅》的幾句詞。今天，我想把那幾句詞的下面兩
句也續上：『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美國國會議員於當

地時間10日動議要求立法禁止美國向香港警方出售人

群管制及防暴設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回應時批評，美方個別議員美化暴力違

法犯罪，同時污衊香港警方「過度使用暴力」，暴露

了他們極端的虛偽和赤裸裸的雙重標準。「我們奉勸

美方有些人不要再裝睡，也不要再犯渾，立即停止縱

容暴力違法犯罪，立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
國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本周二
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將
「美國的盤算」和盤托出。他將香
港是次風波與「蘇俄年代的波蘭團
結工會」類比，暗示香港近期的示
威活動可推翻所謂「專制政權」，
又聲言美國可如當年幫助該工會挑
戰波蘭政府一樣「發揮作用」，更
提出數條所謂「計劃」，企圖干預
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多位香港政
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
指，美國在中美兩個大國博弈的特
殊時期，正利用「香港牌」向中國
施壓，強烈要求美國立即收手。
麥卡錫在文章中聲稱，《逃犯條

例》會讓香港公民獲得「不公平審
判」，更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佈
撤回修例形容為「誘餌和開關（a
bait and switch）」，又宣稱「軟弱

的回應」會帶來「更強硬的鎮壓」
云云。
他將香港近來發生的一系列暴力

事件，比作「蘇俄年代的波蘭團結
工會（Solidarity in Communist Po-
land）」，煽動「不能停止武力抗
爭」，又聲言當年美國就「發揮了
作用」，對波蘭政府實施制裁，更
在文末提出數項所謂制裁中國的措
施，包括推動《香港人權與自由法
案》，煽動香港暴徒推翻政權。

吳秋北：思維停留「冷戰時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指出，
麥卡錫會提出「蘇俄年代的波蘭團
結工會」，證明其思維依舊停留在
「冷戰時期」，完全無視中國的發
展，「希望美國政客不要助紂為
虐、助力暴徒搞亂香港，傷害香港
市民的利益。」

客觀全面地看香港的暴動，他指
出，很明顯是有組織有預謀的，警
察所做的角色是努力維持香港大多
數市民的安全、權利以及社會的安
寧，「美國方面一直以所謂人權問
題作為藉口干預香港事務，完全站
不住腳。」
吳秋北強調，真正破壞香港人權

及市民利益的，正是搗亂香港的外
國「黑手」，「美國搞的人權法
案，其實與香港的大多數市民的利
益是背道而馳。」

盧瑞安：文章內容誤導民眾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
美國政客是在將兩個毫不相干的事
件進行對比，無視香港事實，香港
本身是很自由、很開放且高度自治
的，中央對香港亦一直堅持「一國
兩制」，與所謂「蘇俄年代的波蘭

團結工會」完全是兩回事，「美國
政客所言完全是在誤導民眾。」
他認為，美國政客一而再再而三

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明顯是利用
「香港牌」向中國施加壓力，粗暴
干預中國內部事務。

黃英豪：打「香港牌」拖華後腿
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指出，以往

美國並沒有將「黑手」伸向香港，
亦沒有為這麼小地區設立專門法例
的先例，而現在正處於中美兩國博
弈期間，美國就借風波打「香港
牌」，結合「新疆牌」、「台灣
牌」等，施壓中國、拖中國後腿。
他要求美方盡早收手，停止干預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事務，並希
望中央政府繼續支持特區政府止暴
制亂的相關部門，讓他們更有底氣
應對外國干預。

美圖煽動「革命」港政界促收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香港
「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HKI-
AD）在英國「乞援」的行程內容單
調，日前與英國議員會面後，前日又
向「末代港督」彭定康重申相同訴
求，「要求」BNO持有人與英國人
「平權」、「制裁」香港官員云云。
香港政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強烈譴責這些所謂「大專學
界」賣港求榮、「戀英戀殖」，呼籲
學生要認清現實，不要毀掉自己和香
港的前途，並奉勸彭定康認清身份，
不要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彭定康在前日的會面中多次表示

「熱愛香港」並「支持」香港人和
「大專學界」提出的「要求」，包括
會積極支持英國政府應增加BNO持有
人的「權利」，使用全球馬格尼茨基

人權問責法（The Global Magnitsky
Human Rights Accountability Act）
「制裁損害香港自治」的官員。包括
彭定康在內近130名英國上下議院議
員還在9日聯署，「呼籲」英聯邦國
家給予港人「第二公民」身份及居留
權，聯署人數僅近議員總數的一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表示，香
港遭受了英國百年的殖民統治，如今
香港人去找曾經的殖民統治者尋求
「平權」和「二等公民」的待遇，完
全是賣國求榮的政棍行徑，更沒有理
由要外國人來實現自己所追求的「民
主」。

彭定康不應再干港事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傲冬表示，香
港已經回歸祖國22年，彭定康做港

督，亦已經是22年前的事，如今英國
對香港已經完全沒有管轄權，奉勸彭
定康尊重自己身份，不要再干涉香港
事務。
青年民建聯主席施永泰直言，「大

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到英國與彭
定康見面，以失實指控抹黑「一國兩

制」和香港官員，甚至乞求外力干預
香港事務，與外國政客合謀傷害港人
利益，影響香港聲譽，更扭曲了大學
生的價值觀。他指出，「大專學界」
的學生從未經歷過港英政府時代，卻
到英國要求「平權」，可見已被縱暴
派和縱暴媒體誤導和操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賣港
縱暴派頭目之一、「香港眾志」秘書長黃
之鋒繼前日向德國外長馬斯乞求「明確向
北京表態支持香港落實普選」之後，昨日
又與多個德國政客見面。中國駐德國使館
發言人昨日指出，德外長馬斯等個別政客
公然同黃接觸，媒體也借機鼓譟作秀，向
外界發出了錯誤信號，這與德政府支持
「一國兩制」、反對暴力的立場相悖，也
不利於香港局勢穩定，中方對此表示強烈
不滿和堅決反對，已向德方提出嚴正交
涉。
黃之鋒連日在德國竄訪，抵達柏林翌日
立即與「香港眾志」成員黃奕武、「港
獨」組織「熱血公民」前成員鄺頌晴等人
接頭，煞有介事地與德國個別政客會面。

黃乘機抹黑「警權無限擴充」
在與德國社民黨國會議員交流期間，黃
之鋒又大肆污衊依法執法、止暴制亂的香
港警方，包括抹黑香港警方執法為「警權
無限擴充的惡劣狀況」，並乞求德國在歐
盟與中國進行協商期間，就香港抗爭加入
「人權條款」，及要求德國「對港禁運人
群管制武器實施禁運」，聲稱「自由世界
絕不應再輸出防暴警察裝備予香港黑警，
成為警暴鎮壓港人的幫兇」。
中國駐德國使館發言人昨日就香港分裂
頭目竄訪德國表明立場。發言人表示，一
段時間以來，激進暴力分子在香港大肆破
壞法治和社會秩序，其行為完全超出集
會、遊行、示威自由的範疇和底線，已演
化為極端暴力犯罪，「黃之鋒就是煽動組
織上述極端暴力犯罪行為的頭目之一，他
鼓吹『香港獨立』，最近因策劃並參與暴
亂、衝擊警察總部等多項罪名被拘捕，現
仍處於保釋狀態。」
發言人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包括德國在內，任何外國政府、組織和個
人均無權干預。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
有信心、有能力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維
護香港的穩定和法治秩序，「希望德政府
和各界多做有利於中德關係發展的事，而
非破壞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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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學界」乞肥彭「平權」建制派批賣港戀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鄭治
祖）針對香港近期局勢，蔡英文和民
進黨當局不斷插手，不僅攻擊大陸，
詆毀「一國兩制」，更公然邀請亂港
頭目赴台，以及為暴力激進分子提供
庇護。對此，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
光昨日再次正告民進黨當局，「立即
縮回伸向香港的黑手，停止插手香港
事務，停止縱容、庇護暴力激進分
子，停止破壞兩岸關係的行為。」
「港獨」分子、「香港眾志」秘書長

黃之鋒，香港「自決派」立法會議員朱
凱廸、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等，早前
到台灣先後與民進黨主席卓榮泰、秘書
長羅文嘉及副秘書長林飛帆，以及「台
獨」政黨「時代力量」黨主席徐永明和

前主席黃國昌等會面。
黃之鋒當時聲稱，到台灣「尋求庇
護」的港人「越來越多」，希望台灣
當局能思考如何保護在台港人的安
全。林飛帆則稱，民進黨在必要時會
為香港的「抗爭者」提供「必要的支
持」，又稱未來倘有人遇到「緊急狀
況」而需要台灣協助支援，民進黨會
支持當局針對港澳條例等相關法治措
施進行強化，以利在未來「緊急狀況
需要」來「協助」香港人。

屢煽恐中 撈選舉利益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和立法會議員譚

文豪9日在台灣與台灣「陸委會」副
主任委員邱垂正及法務部代表會面並

「討論香港最新情勢。」
馬曉光昨日在國台辦例行新聞發佈

會上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大陸已經
多次指出，民進黨當局在近期香港事
態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他們煽
風點火，推波助瀾，與「港獨」勢力
相勾結，企圖搞亂香港，破壞「一國
兩制」；他們不斷藉機攻擊誣衊大
陸，煽動島內民粹，製造反中恐中的
氛圍，撈取選舉利益。
他指出，近日，台當局更置台灣民
眾的安全和福祉於不顧，公然邀請
「港獨」分子赴台、為暴力激進分子
提供庇護，令台灣成為「避罪天
堂」，為禍台亂台打開大門。他再次
正告台當局，立即縮回伸向香港的黑

手，停止插手香港事務，停止縱容、
庇護暴力激進分子，停止破壞兩岸關
係的行為。

「兩獨」合流 禍港禍台
香港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問及亂港

頭目和「港獨」分子早前到民進黨總
部時，有很多台灣民眾手持五星紅旗
抗議，並批評「港獨」是死路。馬曉
光回應說，「港獨」和「台獨」都是
毒瘤，嚴重損害兩岸同胞、香港同胞
的利益，損害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他強調，如果任由「兩獨」合流，
不僅禍害香港，也終將會禍害台灣。
我相信廣大台灣同胞對此看得清楚，
會予以堅決抵制。

國台辦要蔡英文縮回禍港黑手

■「大專學界」
向肥彭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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