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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工聯
會社會事務委員會昨日到美國駐香港
總領事館外請願，強烈反對美國國會
參眾兩院受理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他們批評美國政客嚴重踐踏
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粗暴
干涉中國內政，為香港反對派及暴亂
分子撐腰打氣，企圖擾亂香港社會安
寧，破壞社會秩序，牽制中國發展。
工聯會社委20多名代表昨日在美國
駐香港總領事館外拉起「強烈反對美
國假借法案粗暴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字句橫額，並手持「強烈反對美國干
涉中國內政」、「要求美國停止干預
香港事務」、「抗議美國踐踏國際
法」等標語，批評美國國會參眾兩院
審議所謂《2019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是在粗暴干預中國內政和香港

事務。

林淑儀：圖牽制中國發展
工聯會榮譽會長林淑儀表示，中央
政府一直堅守「一國兩制」原則，香
港回歸祖國以來，亦一直根據基本法
規定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及高度自治，港人更享有前所未
有的權利和自由，但美國一些政客罔
顧事實，經常借不同理由打壓中國及
香港的發展。
她續說，在近期中美貿易爭端的大
環境下，這些美國政客就利用香港社
會有關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不
擇手段鼓吹和支持香港一些激進分子
作出違法暴力衝擊行為，擾亂香港安
寧，破壞社會秩序，踐踏香港的「一
國兩制」，更以所謂「法案」去打壓

中國，企圖牽制中國發展。
工聯會社委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是中國的特區，美國無權干預香港

事務，而美國任何法案對香港均無任何
法律及法理效力，並要求美國政客停止
干預香港事務，收回「黑手」。

工聯批美政客粗暴干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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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美國
國會參眾兩院將審議所謂《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香港商界中人昨日批評，
美國借題發揮，單方面破壞港美關係和
中美關係，企圖以香港作為棋子，牽制
打壓中國，將對港美貿易和中美貿易都
會帶來負面影響，包括損害美國自身的
經濟利益。他們要求美國國會公平及公
正地聽取更多港人意見，勿純以政治考
慮通過及執行所謂《法案》。

經民聯：港變牽制中國棋子
經民聯昨日發表聲明指，所謂《法
案》是美國為自己製造干預香港事務
法律根據的法案，其目的是要將香港

變成牽制中國的棋子。對此，經民聯
堅決反對。
經民聯強調，香港是美國的重要貿
易夥伴，亦是美國賺取最大貿易順差
的地區，美國國會通過有關法案是在
單方面破壞港美關係和中美關係，對
港美貿易和中美貿易都會帶來負面影
響，並為中美關係及經貿談判蒙上陰
影。
經民聯續指，美國在香港有龐大的經

濟利益。美國若單方面破壞港美關係，
會對港美貿易造成負面衝擊。如果香港
人在美國投資，將來處於隨時被美國政
府以政治理由打壓的陰霾下，那港美經
貿合作的信心也會動搖，這會損害美國

的經濟利益，故呼籲美國盡快停止推動
所謂的《法案》，為美港企業共謀互利
雙贏的環境。

鍾國斌：片面聽煽暴派意見
自由黨主席鍾國斌前晚發表聲明，

指美國倘通過法案和取消關係法，最
終受損的並非只限於香港，在港美
商以至與香港有生意往來的商家利益
也會受影響。若《法案》通過，將打
擊香港及美國雙方利益，造成雙輸局
面，更會令中美關係更不明朗。
鍾國斌批評，美國實質是利用反修
例風波而製造藉口通過法案，並企圖
以此影響香港社會，作為與中美貿易

談判籌碼，他要求美國國會須公平及
公正地聽取更多港人意見，勿純以政
治考慮通過及執行所謂的《法案》。

中出：損世界各國在港利益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昨日發表聲明，

批評美國國會此舉是在粗暴干涉中國內
政、香港事務，無理縱容暴力行為，而
所謂《法案》一旦通過，不但會打擊香
港利益，亦將令美國在港乃至中國內地
的商業利益受到傷害，世界各國在港利
益同樣將受害，「損人損己累街坊。」
該會強調，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不只符合香港市民之福祉，也符
合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利益。
任何打人權民主旗號，行禍亂香港事
端的個人和機構，必將遭到全球有正
義感之士的唾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
反修例事件中積極助力「港獨」分子
「制裁香港」的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
中國委員會（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CECC），在
違法「佔中」5周年發表聲明，稱香
港的自治、人權和自由在過去 5年
「不斷受到蠶食」，並要求中國在香
港落實「雙普選」，恢復市民的信任
和信心云云。
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批
評，美國會一些議員恬不知恥地打
「人權」、「民主」幌子，混淆是
非、欺世盜名，真實目的就是插手香
港事務，給「反中亂港」勢力和激進
暴力分子撐腰打氣，就是企圖搞亂香
港、顛覆「一國兩制」。中方再次敦
促美國個別政客懸崖勒馬，立即收回
干預香港事務的黑手。

CECC共同主席、美國民主黨眾議
員麥戈文（Jim McGovern）發表聲明
稱，回顧過去五年，香港的自治、人
權和自由「受到不斷蠶食」，如香港
特區政府「取消」立法會選舉候選人
及議員資格、監禁「民主派人士」、
推動國歌法，及提出修訂《逃犯條
例》等等。
他們聲稱，會繼續「與港人站在一
起」，並要求香港特區政府盡快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察行為，又稱
中國及香港特區政府的領導人應「把
握機會」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落實
「雙普選」，加強香港「自治」，恢
復市民的信任和信心。
他們又呼籲美國政府調查有關香港

示威者疑被羈押期間遭暴力對待的報
告，以及發表聲明，堅決支持香港的
人權和民主，及會盡快推動《香港人

權與民主法案》在美國國會通過。

斥拙劣表演令世人不齒
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

該委員會聲明罔顧事實、顛倒黑白，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其拙劣表演令世
人不齒，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
決反對。
發言人表示，香港回歸以來，「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
得到切實貫徹落實，香港居民依法享有
前所未有的廣泛權利與自由，這是任何
不帶偏見的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
發言人指出，當前香港面臨的問題，

根本不是什麼「人權」、「民主」問
題。極少數暴力分子肆意打砸燒，暴力
襲擊警察和普通市民，踐踏了道德底
線，突破了法治底線，是對民主的褻
瀆，是對大多數香港同胞民主權利的侵

犯。美國會一些議員無視香港各界止暴
制亂的主流民意和強烈願望，無視特區
政府積極同各界開展對話的努力，無視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恬不知恥地打
「人權」、「民主」幌子，混淆是非、
欺世盜名，真實目的就是插手香港事
務，給「反中亂港」勢力和激進暴力分
子撐腰打氣，蓄意破壞特區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的勢頭，就是企圖搞亂香港、
顛覆「一國兩制」。
發言人強調，美一些議員為一己政
治私利，推動有關涉港法案，損害包
括700多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的
利益，最終也將損害美國自身的利
益。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
屬中國內政，我們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我們
再次敦促美國個別政客懸崖勒馬，立
即收回干預香港事務的黑手。

駐港公署促美政客收回干港黑手

美國政客近期瘋狂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繼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外交關係委員

會日前通過受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後，麥康奈爾稱要提出修正案，以確保《美
國─香港政策法》能確保美國對香港的監察
（maintains a watchful eye），更提出向香
港撥款150萬美元，包括為民主活動人士提

供「法律支援」的方式「推動」香港「民
主」。麥康奈爾是1992年《美國─香港政策
法》的起草者，長期積極干預香港內部事
務。

斥美煽動顏色革命鐵證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批評有美國政客要國

會出資為暴徒撐腰打氣，明顯干涉中國內
政，而所謂的「香港民主活動人士」涉嫌刑
事罪行，完全並非所謂「人權」和「言論自
由」，香港有完善的法制，應該由港人自己
處理，美國政客的公開支持、建議「撥
款」，是香港暴亂持續的重要原因。
他呼籲「和理非」市民要通過「社區對
話」等方式表達意見、抒發情緒，不要再參
加「遊行集會」給暴亂分子「壯聲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直言，「前線暴

徒那麼多的資金、物資，都是從哪裡來的？
這就是證據。」150萬美金就是不斷滲透香
港的資金，是美國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煽動
顏色革命的鐵證，是假「民主」，真顛覆。
美國政客用盡手段，想要壓制中國的和平崛
起，更顯示了對自己虛弱的膽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強

調，香港的暴亂分子，很多都已經觸犯法
例，美國國會若撥款對其進行「法律援
助」，完全違反了法治精神，是美國在香港

搞顏色革命、顛覆特區政權、搞亂中國的證
據。
他希望被蠱惑的市民認清形勢，不要再被

煽動，又呼籲學生千萬不要以身試法，葬送
自己的大好前途，看清美國政客的「支持」
不是為了「遠大理想」，而是為了一己私
利。

譴責破壞中國發展行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譴責美國政客始

終以破壞中國的發展為目的，希望美國不要
再提供國際不穩定因素。他建議特區政府要
向市民提出這些直接證據，讓市民了解國際
之間的複雜情況，一同提高警惕、嚴厲譴責
美國政客的行徑，否則香港的未來將會走得
越來越困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狠批美國此舉荒

謬絕倫，赤裸裸干預內政，但不足為奇，因
為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早就用國會
撥款，在全世界多個地方煽動顏色革命，歷
史會記錄美國對香港暴徒的「支持」，並呼
籲港人要一定要覺醒，爭取民主不是靠「掟
磚放火，而是有更多表達方式。」
他批評，美國的兩黨用盡所有方式鉗制中

國，以前「遮遮掩掩」，但是都沒有對中國
造成威脅，如今「撥款」已是他們的「最後
手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美

國一直被指是香港暴動的幕後黑

手，如今更「證據確鑿」。美國參

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26日發聲明稱，會向

參議院提出向香港撥款150萬美元

（約1,170萬港元），以支持香港

「民主發展」。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均

批，美國政客所為是其顛覆香港的

「最後手段」，是假「民主」，真

顛覆，呼籲香港社會各界警醒，看

清美國的支持正是香港暴亂持續的

原因。

◀麥康奈爾在twitter 中表示，
要向香港增加撥款，以支持香
港「民主發展」，並直言中國
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威脅。

網上截圖

▲美國一直被指是香港暴動的
幕後黑手，如今麥康奈爾的言
論更令這一事實「證據確
鑿」。圖為暴徒攻擊警方防
線。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反華政客正謀求在美國國會，
通過制裁香港的所謂《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據香
港《南華早報》報道，法案最新的修訂內容將矛頭指
向愛國愛港傳媒，更點名大公報、文匯報，將兩報記
者與其他所謂「打壓民主、人權」的官員、執法人
員，一同列入入境簽證監察名單。按所謂的《香港人
權及民主法案》，被列入入境簽證監察名單者，可能
被拒絕入境美國，並被凍結在美資產。

《法案》打壓愛國愛港傳媒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
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昨日聯合發表聲
明，批評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外交關係
委員會不顧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通
過受理由部分議員提出的所謂《2019
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這是打
「人權」和「民主」的幌子，以香港
作藉口，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打擊中
國和平發展的錯誤做法。我們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一致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和
堅決反對！
他們指出，香港是中國的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自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中央政府
和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嚴格依照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政策方針，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有效實
施。特區政府在「一國兩制」下維護國
家主權及安全，以及賦予港人各種權利
及自由，都屬於中國的內政。
根據《聯合國憲章》，主權國家之

間應當遵守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
整、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中國政府
從來不曾干涉美國的內政，美方亦應
以同樣態度對待中國、對待每一個主
權國家。

斥《法案》將破壞港法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強調，法治是香

港的核心價值，是維護市民根本利
益、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關鍵所在。
當前，一些激進勢力和暴力分子肆意
破壞公共秩序，毀壞公共設施、暴力
襲擊警察，違反了法治的核心價值，
挑戰了「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美
方如執意通過該法案，公然為暴力分
子和分裂勢力撐腰打氣，不僅會破壞
香港法治、破壞長久以來維繫保障市
民權利自由的制度，還會因應對香港
經貿待遇可能引起的變化，損害香港
的經濟及民生，以及美國本身的經濟
利益，包括美商在香港的龐大經濟利
益。多年來，美國與香港貿易一直享
有貿易順差，僅在2018年美國對香港
即享有338億美元的貨物和服務貿易
順差。如美方任意採取對香港不利的
措施，同樣會損害其自身利益。
他們堅決反對任何勢力破壞「一國

兩制」的行為，強烈敦促美方遵守國際
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停止以任何形
式干預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的錯誤
做法，多做有利於中美互信互利合作、
有利於兩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