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警告美 勿低估中方護港決心
批「人權法」干內政必堅決反制 不受歡迎的人自然不會被允許入境

中國外交部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
抗議，並奉勸美方不要一意孤行，否則

中國必將予以堅決反制。內地《環球時報》總
編輯胡錫進日前在社交網站Twitter稱，據他
理解，出於對特朗普、美國及美國人民的「尊
重」，中國正考慮將《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的起草人，列入禁止入境名單，禁止他們進入
中國內地、香港及澳門。
在中國外交部昨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有傳

媒問：「有中國官方媒體表示，中方正考慮禁
止起草涉港法案的美國議員入境中國，包括香
港和澳門地區。請問中方是否在考慮這樣
做？」
耿爽在回應時表示，「你經常來，應該知

道我們一般不對媒體、智庫、專家、學者的報
道和評論作具體的回應。我可以告訴你的是，
簽證問題是一國的主權。中國政府當然有權決

定允許誰入境，不允許誰入境。那些不受歡迎
的人自然不會被允許入境。」

已向美方提嚴正交涉強烈抗議
被問及中方具體將會採取何種反制措施

時，耿爽重申，美方將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簽署成法，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決反
對。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
議。美方此舉嚴重干預香港事務，嚴重干涉中
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是赤裸裸的霸權行徑。
他強調，對於美方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
方利益的行徑，中方必採取有力措施堅決反
制。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堅定決心，也不要低估中方貫
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堅
定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

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及禁止向香港紀

律部隊出口指定人群控制裝備的《保護香

港法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警告，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

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堅定

決心，也不要低估中方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定決心。被

問及有指中方正考慮禁止起草涉港法案的

美國議員入境中國時，他表示，「中國政

府當然有權決定允許誰入境，不允許誰入

境。那些不受歡迎的人自然不會被允許入

境。」

■耿爽警告，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堅
定決心，也不要低估中方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堅
定決心。 外交部網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
站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於本月26日會
見了即將離任的阿根廷駐港總領事法薩里，和
新西蘭駐港總領事伍開文，希望兩位總領事及
所代表的國家看清當前香港局勢，以實際行動
支持特區政府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共同助力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兩位總領事表示，尊
重和支持「一國兩制」，希望特區政府早日止
暴制亂、恢復秩序。
謝鋒在會面中積極評價中阿、中新關係，感
謝兩位總領事在任期間為推動中阿、中新關係
和港阿、港新合作所作貢獻，希望二位在新的
崗位上繼續為促進中阿、中新友好關係和港
阿、港新務實合作發揮建設性作用。
他向二位總領事重點宣傳習近平主席在巴西
就香港局勢發表的重要講話和黨的十九屆四中
全會精神，詳細介紹當前香港激進暴力犯罪事
實和事態本質，揭露香港反中亂港分子與外部
勢力相互勾結的險惡用心，強調不管香港局勢
如何，香港永遠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是中國
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謝鋒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
最緊迫的任務，中國政府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帶
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堅定支持香
港警方嚴正執法，堅定支持香港司法機構依法
嚴懲暴力犯罪分子。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
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他希望二位
總領事及所代表的國家看清當前香港局勢，以
實際行動支持特區政府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共同助力「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阿新總領事支持「一國兩制」
兩位總領事感謝謝鋒特派員和公署在其任
內給予的大力支持和協助，表示尊重和支持
「一國兩制」，希望特區政府早日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願繼續為本國同香港各領域
務實合作、本國與中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作
出積極貢獻。

謝鋒見兩國駐港總領事 冀挺港止暴制亂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特派
員公署網站訊， 本月25日，香
港特區海關鄧以海關長一行參訪
公署。

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趙建凱介
紹了公署近期所做反對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等相關工作，強調
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

最緊迫的任務，希望與其一道共
同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同時希望今後加強交流與合

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網站訊，本月22日，
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楊義瑞在公
署與香港特區政府駐外經貿辦代
表座談交流。特區政府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主要官員和駐內地、海
外經貿辦代表等24人參加。
楊義瑞結合當前香港局勢，深

入揭批了美國等幕後黑手的虛偽
本性、險惡用心和慣用伎倆，強
調中央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
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
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
邱騰華感謝公署積極支持特區

政府開展對外經貿交往，表示商

經局及駐外經貿辦將繼續努力，
講好「一國兩制」故事，在共建
「一帶一路」和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等國家戰略中發揮更積極作
用，又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希望
與其一道共同維護香港的繁榮穩
定。同時希望今後加強交流與合
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蔡競文）美國總
統特朗普日前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
總商會主席夏雅朗昨日對此深感遺憾，並認為這是
美國將香港作為中美貿易戰的籌碼。他表示，香港
要堅守香港的基本優勢，調整好心態，仍可克服難
關，保持在國際社會中的領導地位。
夏雅朗坦言，《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成為法律

後，增添香港營商環境的不確定性，或會影響香港
的特殊貿易地位，短期內中小企亦會受到法案影
響，商會希望幫助他們得到政府的資助。
他強調，商界會繼續在香港營商。香港應該做的

是堅持香港的基礎優勢，包括實行普通法、司法獨
立、資訊自由流通、 人才和資本自由流動，「我
們要保持香港這些優勢，調整出堅強心態，香港曾
經歷多次風暴，很多很多次風暴，我們每次都能取
得頭籌，我很有信心我們能再次做到，保持在國際
市場中的領導地位。」

渣打：撤港特殊地位損美利益
渣打昨日發表研究報告，指美國進行更嚴格的審

查，並不意味着會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而預計在
可見將來被取消的風險非常低，因為此舉會同時損
害美國的利益。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要求美國國務院每年定

期審視香港的「自治程度」，能否繼續從美國那裡
獲得特殊貿易待遇。渣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
恒昨在報告中表示，失去特殊貿易地位可能是香港
的重大挫折，這將削弱香港在多個領域的優勢，例
如在美國清關和接觸美國的敏感科技，但認為新法
案並不意味着立即或自動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劉健恒稱，預計在可見的將來，特殊地位被撤銷
的風險非常低，因為這不符合美國的最佳利益。他
認為，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將懲罰美國試圖支持的
城市，以及許多美國公司和投資者廣泛參與的市
場。因此，更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年度審查將再
次成為中美之間緊張關係的源頭。
他認為，市場似乎將該法案視為中美貿易談判中的

另一潛在障礙，而不是對香港的發展造成根本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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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連日來，海外多個中國和
平統一促進會組織發表聲明，譴責美方將《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簽署成法。
荷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在聲明中指出，美方不顧中方強

烈反對，一意孤行，將《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法，
嚴重干預香港事務，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是赤裸裸的霸權行徑。
秘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發表聲明，批評美國此舉只會令

包括香港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廣大中國人民進一步認清美
國的險惡用心和霸權本質，只會令中國人民更加眾志成城。
美方的圖謀注定失敗。

港暴力升級與美國會插手相關
全澳中國和平統一促進同盟、悉尼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發

表聯合聲明指出，美國通過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充分證明近來香港暴力分子打砸搶燒破壞活動的不斷升級，
與美國國會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是密切相關的，也
充分暴露了美國反華勢力罔顧事實、混淆是非、雙重標準和
偽善的真面目。
聲明表示，暴徒們的惡劣行徑不僅嚴重觸犯了「一國兩
制」的原則底線，也將一向以良好法治、穩定繁榮著稱的香
港社會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
最緊迫的任務。
全非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發表聲明強調，絕不容許外部

勢力在香港問題上為所欲為，任何國家都不要指望中國會吞
下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委內瑞拉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在聲明中指出，香港是世界

重要金融中心，其繁榮與穩定是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美國
在內的國際社會均應承認，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
屬中國內政，任何外部勢力無權插手。忠告美方尊重中國主
權和特區政府，還香港人民一個安寧的城市，還世界一個繁
榮穩定的香港。
此外，巴西、阿聯酋、斯洛伐克、菲律賓等地的統促會也

踴躍發表聲明，反對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海外統促會紛譴責「人權法」成法

港各界批法案為暴力分子撐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美國
將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
成法，香港社會各界接受在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都譴責美國此舉是嚴重干擾
香港事務以及中國內政，並意圖奪取
政治、經濟利益，並批評該法案是在
為香港暴亂分子撐腰，印證了美國是
香港近月暴亂的最大黑手。他們呼籲
廣大香港市民要認清事實，堅守「一
國兩制」，一同守護香港。

陳勇：干他國內政違國際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

理事長陳勇批評，美國所為是徹頭徹
尾的霸權主義，赤裸裸干擾他國內
政，有違國際法。
他指出，香港近月的暴亂背後，一
直都有反華勢力的影子，不難看出一
切都是由美國促成的，「依靠惡魔只
會反害自己」，希望真正愛護香港的
市民都要對法案嚴正說不。

吳亮星：利用香港牽制中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表示，美
國過往多番以各種借口干擾與其政制
不同的國家及地區，今次亦不例外，
目的是想利用香港牽制中國。
他批評，有份促成法案通過的一

眾香港「賣國賊」，倘香港經濟因
此受損或受到負面影響，他們都將
成為歷史罪人，希望香港廣大市民
看清這些破壞者的真面目，勿再相
信他們。

張學修：奪政經利益挑矛盾
全國政協委員、海南省港區政協委

員聯誼會會長張學修表示，美國通過
所謂的法案，顯然是對中國內政的嚴
重干涉，意圖透過法案在港奪取政
治、經濟利益，挑起更多矛盾，更以
「人權」之名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庇
護，危害香港社會。他對此予以強烈
譴責，並呼籲大家堅守「一國兩制」
原則，一同守護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和領土完整。

姚志勝：借法案為名打壓香港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指出，香港自
回歸以來，市民的人權自由一直都是
得到充分保障，但美國政客罔顧事
實，妄圖借法案以「人權」及「民
主」之名打壓香港，牽制中國發展。
今次美國借通過法案為暴亂分子撐腰
打氣，也說明他們就是搞亂香港的最
大黑手。

政協青聯：霸權本性昭然若揭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強烈譴責美方簽

署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
批評美方所為嚴重干預香港事務和中
國內政，縱容暴力，搞亂香港，其強
盜嘴臉和霸權本性昭然若揭。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指出，美方憑空

臆造香港自治情況不足，妄圖以該法
案作為「法律依據」，調整《美國－
香港政策法》去作為對中國施壓的籌
碼、去保障美國常態化干涉香港事務
和中國內政的平台，企圖使香港長期
成為中美角力議題，其意圖遏制中國
和香港發展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此
舉損人害己，必會作繭自縛。

港僑聯會：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表示，美方無視

港人多次就法案提出的反對意見，罔
顧事實，將《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簽署成法。任何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嚴重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的行徑，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行為，
是包括海外華僑華人、香港同胞在內
的全體中國人民不能接受的。

新社聯：傷口撒鹽製造撕裂

新社聯強烈譴責《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嚴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罔顧
事實、公然踐踏國際法，更向香港的
暴徒傳遞了錯誤信息，是對香港社會
傷口撒鹽，製造更大的撕裂，亦令美
國赤裸裸的霸權主義行徑昭然若揭。
全球華人和全港正能量的市民，為

了自己、香港和國家的利益，必須強
烈譴責美國這種霸道、非法、不合理
的做法，並奉勸美方終止推動有關涉
港法案繼續進行，不要在錯誤的道路
上越走越遠，否則必將自食其果。

港聯理事：支持中央對美反制
港區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指出，美

方對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粗暴干涉，
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是赤裸裸的霸權行徑。他們將堅
定不移支持中央政府對美方採取任何
必要的反制措施，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堅定不移支持中央政
府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各項
權力，反對任何外部勢力破壞「一國
兩制」；堅定不移支持行政長官帶領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定不移支持香
港警方嚴正執法，堅定不移支持香港
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堅
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楊義瑞揭批美幕後黑手虛偽本性

鄧以海訪公署 盼增交流合作

■謝鋒會見即將離任的阿根廷駐港總領事和新西蘭駐港總領事。 駐港公署網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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