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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
署成為法律，嚴重干預香港事務及
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是赤裸裸霸權行

徑。「人權法案」罔顧事實、顛倒黑白，為香港
暴徒撐腰，根本上是打「香港牌」遏制中國。中
國和平崛起是不可逆轉的大勢所趨，中央堅定支
持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美國不可能阻擋香港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無法阻止中國發展進
步。
修例風波引發近半年的暴力運動，根本就是

一場「港版顏色革命」，美國打着人權、民
主、自由之名，為反修例暴亂推波助瀾。在中
美貿易戰的背景下，「人權法案」讓美國可對
中國保持施壓，成為中美角力籌碼，其本質是
為美國通過制裁香港、牽制中國發展；同時通
過「人權法案」干擾香港特區政府施政，扶植
替美國效勞的代理人，把香港變成顛覆內地的
橋頭堡。這更加說明「人權法案」是赤裸裸地
與國際社會共同遵循的正義和良知為敵，把香
港持續推向動盪的深淵。
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任何外國勢力無權干

涉。香港回歸22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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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香港
法治指數、自由指數國際排名領先於美國，這是
任何不帶偏見的人所公認的客觀事實。
香港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以祖國為堅強後盾、

幾代香港人頑強拚搏、持續奮鬥創造出來的，不
是任何外國恩賜施捨的，美國沒有任何權利干預
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
中央堅定支持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和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香港與國家是命運共同體，共同實現繁榮
富強。
「人權法案」實際上令美國自損利益。過去

10年，美國每年從香港所獲得的貿易順差高達
300億美元，是美方最大的順差來源地，目前有
1,300多家美國公司在港經營，美國有8萬多國
民居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符合包括美方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共同利
益。美國借人權法案搞亂香港，如同玩火自焚。
對美國的錯誤決定，中國必將採取有力措施堅決
反制。「人權法案」搞亂香港、遏制中國發展的
圖謀必然失敗。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借此擾亂香港來遏制中國崛起，維持美國
的霸權地位。一些香港人誤解人權法案有助爭取
民主自治，鞏固香港的國際地位。對香港施加這
種人權民主監察的做法，嚴重干預香港的內部事
務，損害香港人和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的信
心，打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內容中指如果有香港

市民因為參加抗爭而被政府拘捕，美方不會以此
為由拒絕批出學生或工作簽證，而美國官員會與
想法相似的國家合作，呼籲他們採取類似的行
動，對待被捕人士。在文明社會的法規中，任何
人作出違法行為均不可用人權為藉口而獲得免
責，暴徒的違法行為，政府必定予以嚴懲，影響
日後升學、就業及移民，在所難免。

眾所周知，持續5個多月的暴力運動，全面升
級氾濫，已近乎恐怖主義行為。美國政客不但不
譴責暴力惡行，更蓄意美化恐怖行徑，透過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包庇、縱容香港的暴
力，誤導民眾將暴力視為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正
義之舉，這分明與國際社會共同遵循的正義和良
知背道而馳。

法案損港美雙方利益
美國和香港有廣泛的共同利益。美國在過去十

年在香港賺取的雙邊貿易順差為其全球貿易夥伴
中最高，單在去年已超過330億美元；在香港運
作的美國公司超過1,300家，其中有283個地區
總部和443個地區辦公室，數目為全球各國及地
區中最多；香港金融市場匯集了來自海內外的資
金，美國由此分享到巨大的金融服務利益，涉及
天文數目。在本港的外籍人士當中，近9萬名美
國人長期居港，每年有120萬美國旅客訪港。如
果香港真的沒有民主自由，沒有人權，那麼多外
國人還會選擇在香港工作、定居和旅遊嗎？香港
社會近月出現的分化及混亂情況，是多種因素下
形成，包括市民對社會及政府的不滿及不信任，
青年受到教唆，思想走向極端，實非香港人權出
現嚴重問題。正如特區政府聲明指出，法案既無
必要，亦毫無理據，更會損害港美雙方關係和利
益。
香港獨特的國際經貿地位並不是任何一個其

他國家恩賜的，而是建基在「一國兩制」下由
基本法賦予的。香港的獨特地位一直得到國際
社會的廣泛認同和尊重，香港所享有的經貿地
位跟其他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一樣，並以此身份
在國際經貿舞台上發揮自身力量，與世界各地
貿易夥伴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合作關係。在過去
的動盪日子，香港政府表現克制，中央亦按
「一國兩制」原則港人港治，高度自治的方
針，支持香港政府自行處理內部事務，依法施
政，彰顯公義。
中國提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符合全球

發展的大勢所趨。中國堅定對外開放，與世界各
國共享發展紅利，不搞像「美國優先」的單邊主
義。對美國政客的無理法案，我們處之泰然，從
容以對。美國決意要遏制中國，以人權法案為藉
口，製造事端。我們更要貫徹發奮圖強、自我完
善，香港各界團結一致，堅決抵制一切外力干
預，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推動國家建設，自強不
息。

文穎怡 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委員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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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是非還建制派公道
隨着區議會選舉結束，一些是非界限被嚴重混淆。本次區議會選舉，建制派議員在

持續數月的暴力活動中遭到嚴重恐嚇，由候選人到選民都遭到不公平對待。而特區政

府也沒有接納建制派「先平暴、後選舉」的建議，以致令泛暴派有機可乘。特區政府

有必要釐清區選過程中的種種不公，還區選公道。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區選無論結果和過程都不公
在區選過程中，民建聯收到大量

選舉不公投訴，對當局無措施應
對、選前不聽意見改進，表示失望
及憤怒。筆者認為，政府不能因為

「11月24日的投票、點票以至產生當選的區議
員，整個過程都是順利有序的」，而認為區選沒
有問題。政府應該釐清，區選無論結果和過程，
都是一場充滿問題，與法治、公正有違背的選
舉。
政府不能選擇性強調選舉日及前後幾天沒有大

型社會暴亂，刻意排除幾個月來的恐怖威脅、暴
力噤聲、「私了」報復等「寒蟬效應」。事實
上，今次選舉的安全、公平、公正毫無保障，反
對派利用暴亂、打擊對手、恐嚇威脅、網絡欺
凌、連登催票，達至蓄意翻盤和改寫版圖；其次
是美國牽頭插手，「台獨」支持，內外勾連；再
次是選舉提名把關刻意縱容「港獨」分裂分子和

現行暴徒可全數參選，除DQ黃之鋒外全部
入閘，許多暴亂分子什麼選舉工程都沒

做，便可擊敗連任幾屆的議員，真
是荒謬至極。因此，政府必須

釐清，這次區選是一次絕
對有問題、不符合

法治、不公

正的選舉，還區選公道。

建制派絕非「保皇黨」
反對派抹黑建制派是「保皇黨」，只知道為政

府保駕護航，因而遭受慘敗云云。反對派刻意抹
殺建制派在處理反修例風波中的積極作為，用心
極其險惡。
今次區選的選舉環境對建制派極不公平，社會

氣氛極不尋常、不正常，充斥焦慮和猜疑，不少
市民對政府止暴制亂無作為的不滿發洩於建制派
身上。但建制派絕非只知道為政府保駕護航的
「保皇黨」，建制派促請政府應用盡一切方法止
暴制亂，批評政府5個月以來回應暴亂「只有一
個字，就係慢」。建制派向特首反映市民對暴亂
持續感到非常擔心，對政府長時間未能提出有效
方式恢復秩序表示失望，促請政府成立「止暴協
調中心」，由特首帶領問責團隊以至整個政府，
發動全民參與止暴制亂運動，又促請政府有責任
增聘警力，調配人手，令止暴制亂工作更有成
效。例如，在蒙面暴徒危害肆虐下，建制派一直
游說政府推出《禁蒙面法》沒有獲得正面回應，
才組織跨黨派、跨界別的推動組，促請政府要盡
快使用任何一切可行方法止暴制亂，包括引用
《緊急法》推出《禁蒙面法》，政府才接納了建
制派推出《禁蒙面法》的建議。

暴徒為何強求如期舉行區選
特區政府表示，今次區議會選舉是不

一樣的選舉，甚至是排除萬難下進行，在選舉前
數日仍然有不斷升級的暴力等，在各方努力下成
功舉行選舉。
暴徒在11月初發動的中大暴動，留守中大二號

橋的暴徒向外發話，如果政府確定如期舉行區
選，他們可以重開二號橋及吐露港公路。挾持了
來回新界中、北部交通樞紐的暴徒，為何只向政
府提出如期舉行區選的訴求？
現行法例已有押後區選的機制，根據《區議會

條例》第38條，特首若是認為區選舉行前、投票
或點票期間，相當可能受騷亂、公開暴力或任何
危害公眾健康或安全的事故妨礙、干擾、破壞或
嚴重影響，便可宣佈押後選舉。
「選舉公平關注組」要求政府先採取緊急措施

止暴制亂，確保社會恢復秩序回復理性，才進行
區議會選舉。由於當局不肯接納「關注組」要求
「先平暴、後選舉」的建議，便鑄下顛覆性的錯
誤。
儘管如此，建制派不會因為一時失利而放棄多

年來在地區的根基，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
燒，只要建制派保持初心，繼續扎根社
區，臥薪嘗膽，百折不撓，愈挫愈勇，
沉着應付明年和以後的連場選
戰，定能走出困局。

縱暴媒體《蘋果日報》，近日大肆宣揚指自己
的傳媒公信力排名，已大幅上升至全港第3位，
且是全港媒體公信力評分中唯一上升媒體。講起
《蘋果日報》，誰不知道那是一個造假新聞、充
斥血腥色情的假蘋果、爛蘋果？5個多月的修例風
波以來，假蘋果、爛蘋果打起反中禍港大旗，美
化暴徒、抹黑警察、顛倒是非、造謠中傷，早已
成為煽暴縱暴、禍害香港、荼毒市民的最大毒蘋
果，這樣的毒蘋果，早已背離新聞專業原則、拋
棄傳媒社會責任，哪裡還有半點公信力可言？顯
而易見，吹捧毒蘋果公信力上升，這只是縱暴派
開闢的政治文宣新戰線，意圖與《香港人權與民
主法案》呼應，打壓香港的正義和民主聲音。

背離事實何來公信力
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發表最新的3年一度

的傳媒公信力調查，市民對整體香港新聞界公信
力評分，是2006年以來5次調查中最低，中大新
聞與傳播學院蘇鑰機教授在解說本港傳媒公信力
不斷創新低的原因時指，如果社會充滿矛盾、傳
媒在報道時偏離專業規範，其公信力就會下跌。
在本港傳媒中，最偏離新聞專業規範的，就是充
斥縱暴文宣、煽暴縱暴的毒蘋果。
在由修例風波引起的持續暴亂衝擊中，毒蘋果

一直充當縱暴派政治文宣角色，不斷美化暴徒、

煽動青少年進行暴亂活動，並且抹黑警察、以造
謠和顛倒是非來推動暴力行動不斷升級，毒蘋果
堅持其一貫的反對國家和特區政府立場，更與西
方反華勢力和反華媒體互相勾結，成為英美等反
華勢力在香港的代言人，成為禍亂香港、遏制中
國的第一馬前卒。
修例風波初始，毒蘋果將政府修例行動歪曲為

「送中」，以接連不斷的政治文宣，直接鼓動暴
力示威者圍攻政府總部、攻擊警察總部、破壞立
法會大樓，將香港推進暴力衝擊不斷的深淵。之
後，毒蘋果開始有部署地大規模地造謠，製造出
「爆眼女」「831太子站警察打死人」「知專女
被警察逼迫自殺」等聳人聽聞的謊言。「爆眼
女」事件至今未有最終調查結果，毒蘋果在沒有任
何證據的情況下，即以《港示威少女疑遭警瞄頭
布袋彈射爆眼失明》為題造謠，文內更編造了「警
員持槍對平民進行『行刑式』連環射擊」細節。而
「831太子站 6人死亡」事件，所謂的 6人死亡至
今沒有接到死者家屬報案，亦沒有任何有關人口失
蹤的情況，政府及警方等多次公開事實真相，不
過毒蘋果依然指事件「迷霧重重、謎團未解」，
並無端炮製《被自殺？香港一天內 6 人墮樓 8 人
死亡》文章，暗指警方為了掩蓋太子站死亡人員
屍首而故意製造了自殺案，且引用所謂網友留言
指「無法不讓人想到那些冷血黑警」。如此公然

造謠，請問毒蘋果的公信力在哪裡呢？

美化暴徒抹黑警察
毒蘋果對於暴亂中發生的事件，其報道角度不

是美化暴徒，就是抹黑警察。10 月 1 日下午多名
暴徒持鐵通等武器在荃灣襲擊一名落單警員，另
一名警員奮勇解救，拔槍戒備並警告，遭到暴徒
曾志健持鐵通襲擊，警員迫不得已開槍將其擊
傷。毒蘋果以「鎮壓第一槍港警街頭開槍踹人」
抹黑事件，警察自救開槍的真相，被毒蘋果顛倒
為「謀殺」。
毒蘋果在修例風波引發的暴亂中，與多家黃媒一

起，不斷以背離事實的煽動性文宣，鼓動暴亂的不斷
升級，並通過Telegram、facebook、Instagram、
連登等煽暴、縱暴、美化暴力。毒蘋果的老闆黎智
英並高呼「為美國利益而戰」，充分暴露出毒蘋果不
過是為美國利益而戰的政治文宣工具、是美國政治勢
力的鷹犬而已。
此次鼓吹毒蘋果公信力上升的調查，巧合地與

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時
間相配合，更證明這一切操作，不過是縱暴派不
斷開闢新的文宣戰線的慣用伎倆而已，根本與新
聞公信力無關，這只能讓市民更加明白，毒蘋果
的眼中只有美國主子的利益，根本沒有香港利
益、市民利益，毒蘋果的公信力早已破產。

毒蘋果充斥縱暴文宣哪有公信力？
楊喚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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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選舉在和平的氣氛下順利舉行後，街頭
暴力有陸續緩和的跡象，市民大眾普遍希望社會
能重拾正軌，上下一心面對香港的經濟寒冬。然
而，警方近日在中學檢獲有「撒旦之母」稱號的
烈性炸藥「TATP」，不禁令人憂慮這場暴力抗爭
已蔓延到中學，並且有危生命之虞。

「TATP」的全名是三過氧化三丙酮，在室溫下
仍處於極不穩定狀態，隨時會不動聲色地發生爆
炸。基於「TATP」的原材料易於在市面購買，製
作過程相對簡單，故深受恐怖分子歡迎，2005年
釀成 52 人死亡的英國倫敦恐襲案便是由
「TATP」造成。今次有兩名中學生將「TATP」
炸藥帶回校，無論他們的動機是蓄意破壞校園抑
或好奇心驅使，都極有可能闖下彌天大禍，造成

大批無辜師生在爆炸中傷亡。縱使「TATP」的製
造過程並不複雜，但單憑中學生的知識及擁有的
資源未必能夠成功製成，故很大程度上相信他們
是從其他人手上獲得，而最有嫌疑的莫過於在這
幾個月來多番作出暴力衝突的示威者。
早於今年7月20日，警方已在荃灣工廠大廈搗

破藏有「TATP」炸藥及燃燒彈的武器庫，在場亦
有大批印有反修訂《逃犯條例》的標語、尖刀、
頭盔、手套及彈叉、刀棍等攻擊性武器，足以證
明暴力示威者已有計劃及能力大規模製造這些大
殺傷力武器，不排除這些足以致人於死地的武器
已不動聲色流到跟暴力示威者有聯繫的中學生手
上，最可怕的是肇事兩位中學生可能只是冰山一
角。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早已向全港官立中學家長
及同學發信，明言學生不應在校內舉行任何宣
示政治立場的活動，並同時發信給全港公營及
直資學校校監，敦促校方闡明學校對學生行為
的要求，包括守規守法。然而，不少辦學團體
及學校管理層仍怯於學生及校友施壓，不敢在
學生面前明確闡明對學生行為的要求，個別老
師對學生參加違法示威行為更是默許甚至表示認
同，間接令學生的行為變本加厲。有見及此，教
育局應加大力度透過分區辦事處主動聯絡各區中
學，密切注視是否有中學仍有學生在校園內作政
治宣傳，有需要時更應到校巡視，以杜絕任何恐
怖襲擊在校園發生，確保師生能在安全的情況下
學習。

將恐怖襲擊逐出校園
畢不鳴

美國火速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案》，暴露美國政府罔顧事實，

混淆是非，玩弄雙重標準，公然插手香港事務，
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一
齣拙劣把戲，受到特區政府、中央政府以及包括
香港人在內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

事實上，這條法案全然不顧事實，不承認香港
自從回歸中國以來實行「一國兩制」獲得舉世公
認的成功，其不可告人目的就是要在香港掠奪最

大利益。美國把香港暴力分子的違法行徑粉飾為
追求「人權」和「民主」、「自由」，企圖從香
港打開反中亂港的缺口，達到破壞香港、阻礙中
國發展的圖謀。

今年6月以來，香港有超過700宗示威、遊行
和公眾集會，當中不少演變成暴力違法活動，警
方一直都保持克制，嚴格根據法律執法。美國不
顧特區政府和警察維護國家安全、保障香港繁榮
的努力，快速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不但損害了香港及中國的利益，也損害了美國本
身的利益。
中央政府表示，繼續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定支持
香港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當前香港
面臨的根本就不是所謂人權、民主、自由問題，
而是盡快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維護法治。美國
任何企圖干預香港事務、阻礙中國發展的把戲都
不會得逞。

美國人權法是違反國際法的拙劣把戲
陳幼南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