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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委員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將很快交至參眾兩院全體
會議審議。這份所謂的香港人權法案，目的在於把香港當作牽制中國發展的棋子，以
及作為貿易戰中向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通過此次法案，美國公然包庇反中亂港勢
力，企圖插手香港政制發展乃至搶奪香港的管治權，根本是要把香港變成另一個烏克
蘭。廣大市民必須看清，這份所謂的香港人權法案，並不能給香港帶來真正的人權民
主保障，只會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損害港人利益。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美國一直以人權、民主等冠冕
堂皇的理由干預他國內政，甚至策
動「顏色革命」。《香港人權與民
主法案》，只是美國重施故伎，介
入香港事務。所謂《香港人權與民
主法案》是在違法「佔中」後期，
由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聯手提出。當時議案的目
的，就要讓美國政府藉法案對香港政制及民主
人權情況進行「監察」，為「佔中」推波助
瀾，更為美國插手香港事務打開方便之門。

打開美國插手香港的方便之門

圖令港變成顛覆內地橋頭堡
可見，法案並非僅僅在經濟上干涉香港、威
脅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動搖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那麼簡單，美國更要藉法案主導香港的
政制發展，扶植代理人，搶奪香港的管治權，

把香港變成顛覆內地的橋頭堡。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指出：「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外委會無視香
港激進勢力和暴力分子的惡劣行徑，無視香港
社會各界的民意訴求，無視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執意審議通過上述涉港法案，公然為香港
激進勢力和暴力分子撐腰打氣，是對中國內政
的粗暴干涉，充分暴露了美國會一些人搞亂香
港、牽制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
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
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
對中國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
觸碰，絕不能允許。香港的法治、人權、自治水
平，一直位列世界前茅，甚至高於美國。香港作
為單獨關稅地區以及「一國兩制」下自由開放的
地方，源於基本法賦予的權利，不是外國政府施
捨的。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各界齊心協
力捍衛國家安全，繼續成功落實「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等原則，美國借所謂人權民
主法案搞亂香港、遏止
中國，注定失敗。

蒙面不能成為行兇的通行證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反蒙面法》立法問題，近日
成為社會熱點。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表示，律政司正全面研究外國《反蒙面法》
相關做法，但他強調，需要作全盤考慮才作出
決定，目前仍在研究及探討階段。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希望於立法會復
會後，盡快展開討論《反蒙面法》。她指出蒙
面的人因覺得身份受保護，做任何事都不用付
上代價，政府不應容許這種情況再發生，又舉
例指若然執法部門花了大量精力拘捕一些人，
因為證據不足而無法將其繩之以法，是無法彰
顯法治。
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
說，在大型公眾活動時蒙面，唯一原因是想逃
避法律偵查，他個人認為有需要立法禁止蒙
面。如果因為蒙面令暴力行為擴散，社會應該
就立法作公開討論。

英法德已訂立《反蒙面法》
多個市民組織近日自發前往政總請願，要求
政府盡快訂立《反蒙面法》。「支持訂立禁蒙
面法關注群組」發言人陳小姐表示，蒙面不能
成為行兇的「通行證」，強烈要求特區政府用
最快速度訂立「禁止蒙面法」，啟動《緊急
法》止暴制亂，還香港安寧。
《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題為《拒絕蒙面，
香港「要臉」》的評論文章稱，禁蒙面的立
法，宜早不宜遲。「暴力曠日持久，暴徒之所

以在襲警或打砸公共設施時異常『勇武』，一
個重要原因就是蒙面可當『護身符』，令警方
取證更困難，使暴徒施暴時膽子更大，更加肆
無忌憚。」
近年世界各地示威活動之中，戴面具成為示
威者防止被執法機關認出的主要方式，禁蒙面
法的焦點，亦逐漸變成針對示威人士。例如法
國為加強處理黃背心運動，國會今年 1 月通過一
系列措施，包括蒙面法例「加辣」，如當示威
被視作擾亂公眾秩序，而任何人無正當理由在
示威場地及周邊地點蒙面，可被罰款 1.5 萬歐元
及入獄1年。
在加拿大，2013 年通過反蒙面法，在非法集
會或暴亂中蒙面，最高刑罰是 10 年監禁。在英
國，2011年爆發反緊縮政策示威，214人被捕。
內閣會議便討論禁止在騷亂期間蒙面。
此外，反蒙面法在法、德、意、荷、瑞典、挪
威、丹麥、比利時、奧地利、西班牙、俄羅斯、
保加利亞等十多國，均已成為法律，普遍禁止在
示威遊行等公眾集會中蒙面。法例一般也會給予
一定程度的寬限，例如駕駛電單車、娛樂活
動、工作或醫療需要等，都可視為合理解釋。

蒙面暴徒令市民驚慌
禁蒙面法爭議之一，在於是否損害人權。但
法例在不少西方國家都獲通過，例如美國上訴
法院裁定，制訂該法是旨在「阻嚇暴力行為和
便利當局逮捕不法分子」，並非為了打壓任何

觀點；而法國憲法委員會在兩次立蒙面法爭議
時，皆認為做法原則上合憲，只是要求法例制
訂時，涉及刑事的部分須清晰明確。2014 年，
歐洲人權法院的終審判決，亦裁定法國政府禁
止蒙面法合法。
暴亂已逾百日，非但見不到有平息的趨勢，
反而不斷激化、升級。暴徒踐踏法治，衝擊社
會，瘋狂襲警，到處縱火，大肆破壞公共設
施，數以百計的普通市民被暴徒圍毆。還發展
到搶警槍、向警車掟汽油彈、強闖地鐵控制
室、向路軌擲雜物等等。暴力衝擊越演越烈，
嚴重打擊香港作為安全城市及商貿、航空和金
融中心的國際形象，對香港經濟民生的摧殘立
竿見影。
一個令暴徒有恃無恐的因素在於，他們戴上
口罩頭盔，甚至像中東的恐怖分子般把自己連
頸部頭部也包起，只剩一雙眼睛，規避法律責
任，乃至於可以當眾行兇甚至襲擊市民。蒙面
的功能並不止隱藏身份這麼簡單。威尼斯幾百
年前的法律已指出戴上面具的人，容易出現無
政府主義傾向。戴上口罩或面具，對人的心理
與行為都有着重大影響。實際上，香港的蒙面
暴徒所到之處，無不引起黑色恐怖般的驚慌。
正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指出：「所有人戴口
罩是為了什麼？就是想違法之後無人認出。」
蒙面不能成為行兇的通行證，如果明文禁止非
法遊行期間佩戴口罩，除掉其恃惡之源，應會
收到明顯的遏阻之效。

砥礪自强 70 年 中國奮進新時代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會長
內地 14 億同胞和海外中華兒女、700 萬香港
同胞，迎來了新中國誕生 70 周年的喜慶日子。
在北京，一片花團錦簇、張燈結彩、氣氛祥和
熱烈，全國各地，《我和我的祖國》歌聲到處
蕩漾、頌揚；在香港，即使由暴亂分子煽起恐
怖陰霾，但自 9 月 11 日起，在淘大花園商場，
一位攜帶孩子的中年男子，面對數十名反中亂
港黑衣人，他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被圍
攻臉上留下長長血痕仍然高唱，真是時窮節乃
見；近日，數以千計的愛國市民高舉五星紅
旗，匯集到國際金融中心、港鐵出口，高唱
《義勇軍進行曲》和《歌唱祖國》；數以百計
市民攜五星紅旗登上獅子山，懸掛「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紅幡表達港人的正氣之聲和主流民意。
背靠强大祖國，任何牛鬼蛇神的興風作浪都將
是蚍蜉撼樹。砥礪自强 70 年，中國奮進新時
代。這是對新中國的最好概括。

抓住新工業革命機遇快速發展
2018 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周年，2019 年是
新中國建國 70 周年，在這幾十年裡，中國取得
了偉大的歷史性成就：政治上，社會主義的各
項制度不斷完善，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人民
的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公民有序參與政治不斷
完善；經濟上持續快速發展，從積貧積弱發展
到經濟總量世界第二，2017 年按不變價格計算
的 GDP 比 1978 年 增 長 33.5 倍 ， 年 均 增 長
9.5% ， 書 寫 了 人 類 發 展 史 上 的 輝 煌 篇 章 ，
2018 年，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美國挑起貿易
戰等不利因素的外部環境下，中國抓住新工業
革命機遇，銳意改革創新，推動新舊動能加快

接續轉換，經濟依然保持在中高速適
當的增長區間；外交上，從「弱國無
外交」到不斷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
交」新局面。2018 年，確立了習近平
外交思想的指導地位，這是新中國成
立以來我國外交理論建設一次具有劃
時代意義的重大發展，為新時代中國
特色大國外交明確了前進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

止暴制亂就是最好慶祝
我國在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强
起來的歷史性飛躍後，牢記大國責任， ■隨國慶 70 周年的臨近，香港街頭的國慶氣氛越來越
堅定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深入參與和引 濃。
中新社
領全球治理，不斷探索建立更加公平、
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一、全球 些什麼呢？
治理新擔當，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
首先，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當務之急。基
堅定捍衛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推動全球治理 於「一國」底線不能觸碰、法治核心價值必須
體系朝更公平公正、合理方向發展，是抵抗世 維護、撐警執法不能倒置、「雙普選」須按憲
界亂象的中流砥柱；二、促進和平作出新貢 制規定進行。「有心人」若要對話，應商討如
獻，2018 年朝鮮半島局勢的重大轉機，是中國 何立即止暴制亂？如何反對美國插手香港、維
努力的結果，而伊朗核危機，又是中國堅持伊 護「一國」即國家安全？如何守護法治、審判
核協議的有效性和維護中東和平所作的努力， 暴徒和「港獨」分子。以鬥爭求對話則安定
中方還繼續積極參與阿富汗、緬北、敘利亞、 存，以妥協求對話則安定亡。香港人必須迷途
巴基斯坦等問題解决進程，為世界和平與正義 知返站到完善法治的公平正義上來，自覺維護
奔走呼號；三、維護利益展現新作為。2016 年 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支持警隊，才
至今中國分別與 7 個亞太、拉美、非洲國家建立 能不走樣、不變形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外 交 關 係 ， 有 效 打 擊 、 孤 立 了 「 台 獨 」 勢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
力……中國推動的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是國際
其二，必須盡快融入「大灣區」。粵港澳大灣
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歷史性的甚至是難以 區在「一國兩制」、自由港、特區制度疊加效益
擴大了香港貿易和產業合作的選擇面，機不可
逆轉的變化。
香港特別行政區在歡慶祖國成立 70 周年應做 失、時不我與。這才是最好的慶祝國慶行動。

美國再施「顏色革命」故伎 黃之鋒樂做「漢奸」

反修例風波是升級版「佔中」，違法暴力的
手段更兇殘血腥，肆無忌憚叫出「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口號，「顏色革命」的特徵更
明顯。反修例風波爆發以來，美國政客
一再散播顛倒黑白的言論，多次與
香港反對派頭目頻繁會面，要挾
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為香港反對派
撐腰打氣。

與此同時，中美貿易戰正酣，美國總統特朗
普曾說過，「若非中美貿易談判，香港將陷更
大麻煩」，反映出美方欲以香港作貿易談判棋
子的意圖。可見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說穿了就是美國企圖置香港於中美角力
的談判桌上， 令中國向美國妥協讓步。
根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的自治
成為了美國國務院的「事務」。美國國務院
「有責任」每年向美國國會作出香港享有充分
自治的「保證」。法案亦限制香港的立法事
務，威脅港府若然推行基本法第 23 條關乎國家
安全立法事務，美國可中止《香港政策法》，
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及經濟體等國際間共
同承認會遵照的標準。
方案亦提及香港的政改進程，例如希望確保
香港在 2020 年能夠公開直接選出全體立法會議
員，以及可以有權利透過普選選出行政長官。

人權民主法案鬧劇給香港的深刻一課

借人權民主之名反中亂港用心險惡

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

陳紅天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曾幾何時，在我心靈深處有過一絲
絲的感覺，在這個世界上還是需要有
「好管閒事」的美國的，比如伊拉克
突然吞併科威特事件，美國人牽頭把
伊拉克打倒了。然而，多年後發現，被打倒的伊拉
克，美國執意在這裡實行西方民主、西方國家的「普
世價值」，伊拉克的國民生活水平迅速倒退幾十年，
民不聊生，整個國家滿目瘡痍。
這些年來，美國以不同借口對別國干預，並通過各
種各樣的方式，顛覆別國政權。那些實施美式民主制
度的國家，幾乎百分之百陷入長期動亂狀態，人民生
活處於前所未見的困境。
幾個月前，香港因為一個合法正常的修訂條例工
作，引發連串社會風波，被美國操控和利用，一群被
嚴重洗腦的香港年輕人以違法暴力行為，衝擊香港人
經過幾十年建立起來的良好法治，損害香港的國際形
象，破壞了香港美好和諧的生活環境。
幾個月來，香港多次出現大規模暴動，竟然被美國
國會領袖稱之為「一道美麗的風景線」。相信任何一
個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道「風景線」如果出現在
美國或者歐洲等「民主」國家的任何城市，暴徒早就
被警察用重型武器消滅了。
而在香港，警方保持最大克制，專業執法，忍辱負
重。警方執法的克制，竟然被美國及本港的反中亂港
媒體抹黑為「警察濫權、打壓香港民主」。美國國會
竟然認為作為中國行政特區的香港欠缺民主自由，要
通過針對香港的所謂「人權民主法案」。
相信每個有正常智商的人，都會深刻認識到美國不
懷好意，拋出的所謂「人權民主法案」，暴露其搞亂
香港的醜惡用心。我相信：在反修例風波上，美國的
表演給中國和世界人民「展示」所謂民主的虛偽，這
對中國內地和香港而言，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愛國主義
教育，也是一次認識美式民主的機會。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委員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將排期兩院全體會議審議。所謂《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早在五年前非法「佔中」爆發時，就由
一班美國國會鷹派議員提出，法案目的非常明確，就
是借人權、民主之名，為美國干預香港內政製造所謂
「法律依據」，為當時的非法「佔中」打氣鼓勁。而
通過外交制裁手段，與當地的反對派裡應外合，從而
推翻政權達到奪取管治權的目的，從來都是「顏色革
命」的故伎。

暴徒裡勾外連破壞香港
不過，五年前的非法「佔中」最終慘敗收場，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自此也束之高閣，但每當
一班香港反對派到美國「哭秦庭」時，也會拿出來
消費一番。但現在美國國會竟然在反修例暴亂還在
持續之時，通過這樣一個公然干預香港內政、帶有
明顯「顏色革命」色彩的法案，完全是不安好心，
一方面反映華府企圖以人權、民主之名介入香港事
務，為修例暴亂火上加油。前一段時間，不但已有
大批反對派政客絡繹不絕到美國游說國會議員通過
有關法案，而且香港也有反修例人士到美領事館卑
躬屈膝地要求美國通過法例。這一連串的政治鬧
劇，明顯就是為美國國會通過法案造勢，為美國干
預香港大開中門。
另一方面，美國此舉等於是赤裸裸的介入香港反修
例暴亂，配合暴徒的裡勾外連，說明美國正是這場
「時代革命」、「港版顏色革命」的幕後黑手。美國
在各地策動「顏色革命」早已積累了豐富經驗，有固
定的一套步驟，而這些伎倆在香港社會這100多日的
黑色恐怖歲月中，市民已經親歷其境，而通過外交施
壓作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往往是「顏色革
命」的最後一招。
現在美國正是要披掛上陣，由後台走上前台，公然配
合這場「港版顏色革命」，自暴其幕後黑手身份。不
過，美國要親身上陣，某程度也反映這場動亂已是後勁
不繼，參與人數愈來愈少，人氣不斷下插，民意反彈
愈來愈大，對於警隊防線依然難越雷池，香港的管治
並沒有旁落。這不禁令幕後大台心急如焚，要加大力
度燃點這場風波。美國國會在這個敏感時間通過這樣
一個敏感法案，怎可能是巧合？

「港獨」甘當美國「帶路人」
這場反修例風波的底牌已經盡顯於市民面前，所
謂反修例是假，五大訴求是假，真正目的是「時代
革命、光復香港」。如何「光復香港」？就是將香
港管治權交到西方反華勢力及其代理人手上，這樣
就是「光復香港」。毫無疑問，這場風波的本質就
是一場「顏色革命」，針對的是香港管治權，最終
達到變相「港獨」。而所有的「顏色革命」都不能
缺少一種人，就是「帶路人」，也就是「漢奸」。
在這場風波中，最賣力、最拙劣表現的，除了一眾
反對派政客之外，就是「香港眾志」的黃之鋒。反
對派政客或許也要顧及一點顏面，在一些「賣港」
問題上不敢走得太前，相反黃之鋒卻沒有這種顧
忌，勾連外國、出賣香港，做得比誰都徹底，比誰
都要高調。
他不但與過氣藝人何韻詩到美國國會「作證」，扭
曲事實，唱衰香港，甘當鷹派政客的扯線公仔，在美
國國會通過法案後，黃之鋒更喜不自勝，在其臉書上
為自己有份推動法案通過評功擺好，指自己「投入國
際倡議好幾年時間，能夠開始喺對美嘅游說工作上面
略見進度」；對於被指是「漢奸」，黃之鋒更唾面自
乾地指「由十五歲開始反國教畀政府鬧漢奸，到家
都鬧咗七年啦，被外交部或者港澳辦嘅批評，我實在
與有榮焉」云云。黃之鋒究竟與有榮焉什麼呢？是成
功完成外國主子交辦的任務？還是成功推動美國國會
通過一條打壓香港的法案？原來這對黃之鋒而言就是
最大的光榮，這不是「漢奸」是什麼？
這條法案從來不是為了什麼人權、民主，而是作為
「顏色革命」的工具和武器，目的是通過制裁、打擊
香港經濟，令香港民不聊生，社會動盪，讓「顏色革
命」可以落地生根。這是一個禍港的法案，對香港方
方面面百害而無一利，但黃之鋒卻視為一生最大政
績，除了說明他自甘當「漢奸」、樂於做「賣港賊」
外，又如何解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