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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眾志」秘書
長黃之鋒上月28日透過視像通話，參與意大利國會外
交及人權「聽證會」，中國駐意大利大使李軍華在本
月1日的《共和國報》發表署名文章《反中亂港絕不
會得逞》，批評一些西方媒體和政客為反中亂港分子
搖旗吶喊，甚至為「港獨」言行提供平台，粗暴干涉
中國內政，並強調無論風雲如何變換，香港是中國的
香港這一基本事實絕不會改變，反中亂港分子的卑劣
企圖絕不會得逞。
李軍華在文中表示，大規模的暴力活動已將香港推向

極為危險的境地，嚴重踐踏其法治、社會秩序與繁榮穩
定，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香港持續的暴力
事態清楚表明，修例風波已經完全變質，已演變成由外
部勢力插手並導演的一場「港版顏色革命鬧劇」。中國
中央政府將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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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
他續說，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方針對香港的發

展發揮着定海神針的重要作用，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的最佳方案。回歸22年來，在祖國的全力支持下，香

港繼續保持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然而，
由於持續動亂，香港這顆「東方之珠」正失去往日華
彩，香港經濟已步入技術性衰退。

扮關心人權 實干華內政
李軍華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

國勢力插手。美國一些政客樂於把無法無天的暴徒美
化成「民主鬥士」，把恪盡職守的警隊污衊為「暴力
鎮壓」，把踐踏法律的暴行吹捧為「自由抗爭」。
「這種毫無道德底線的是非不分、雙重標準，豈是真
的關心人權民主？完全是赤裸裸的干涉中國內政。中
方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如果美方繼續一意
孤行，中方必將予以堅決反制，堅定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
文章最後強調，無論風雲如何變換，香港是中國的

香港這一基本事實絕不會改變，反中亂港分子的卑劣
企圖絕不會得逞。「正如習近平主席所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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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意大使撰文批西媒助長「港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駐英國大使
劉曉明當地時間2日在英國愛丁堡出席英國蘇格蘭
商會活動時表示，香港最近5個多月來持續發生的
激進暴力犯罪行為，已將香港推到了極為危險的境
地，也危及英國在港30萬公民、700多家企業的切
身利益，「我衷心希望，包括蘇格蘭在內的英國各
界有識之士認清形勢，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維護法治，抵制和反對任何干涉香
港事務的言行，多做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的事
情。」

暴力危及30萬在港英人
劉曉明指出，香港是中國深化與蘇格蘭合作的重
要參與者。近年來，香港與蘇格蘭在科技創新領域
的合作穩步推進，愛丁堡低碳創新中心在香港科學
園落戶，雙方在金融科技、生物科學、智慧城市等
領域也具有廣闊的合作潛力。
「但最近5個多月來，香港持續發生激進暴力犯
罪行為，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秩序，嚴重破壞香港
繁榮穩定，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已將

香港推到了極為危險的境地，也危及英國在港30萬
公民、700多家企業的切身利益，其中包括不少蘇
格蘭公民和企業。」劉曉明說。

盼蘇工商界對港保信心
劉曉明表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

緊迫的任務，「我衷心希望，包括蘇格蘭在內的英
國各界有識之士認清形勢，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止暴
制亂、恢復秩序、維護法治，抵制和反對任何干涉
香港事務的言行，多做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的事
情。我也希望，蘇格蘭工商界對香港保持信心。」
蘇格蘭商界近200名代表參加了當天活動。蘇格
蘭商會主席蒂姆．艾倫會後說，香港是全球最大的
商業中心之一，蘇格蘭企業希望與香港保持並加深
合作，沒有企業希望在暴力、不穩定的環境中發
展。
「我們希望香港恢復秩序。」他說，「劉曉明在

講話中強調了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法治和安全的承
諾，十分有助於我們保持信心。我們明白香港是中
國的一部分，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政。」

劉曉明籲英各界撐港府止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英
國倫敦遭反修例分子襲擊的香港特區
政府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自北京返
港。她在香港機場向記者表示，她今
日會返回辦公室工作。
鄭若驊表示，已就是次遇襲事件向
倫敦警方報案，並在英國做手術。中
國駐英國大使館其後將她送到北京，
她馬上到醫院作進一步檢查和治療，
並於昨日出院及回香港。「最後，我
在此感謝倫敦和北京兩間醫院的醫生
和護士，以及其他人士對我的悉心照
顧，令我逐漸康復。」

若無保安扶起 或遭更多攻擊
鄭若驊於英國倫敦當地時間11月14

日傍晚出席特許仲裁司學會演講時，
在會場附近被反修例的激進示威者包
圍，其間被人推倒在地上，手部受
傷。她昨日在返港時左手仍然包紮
着。在會見記者時，她首先向中央政
府和中央領導對她的關心和支持表示
衷心的感謝，並再次感謝中國駐英大
使劉曉明和中國駐英大使館一直以來
的關心和安排。

她憶述，自己當晚被人推倒在地上
時，特許仲裁司學會的保安馬上將她
從地上拉起，「否則我可能會遭受更
多攻擊。」後來他們進入特許仲裁司
學會的大樓等救護車時，激進示威者
仍然圍堵在門外，她只能在警方的護
送下離開。
鄭若驊說，她的左手手腕受傷，

「醫生說這稱為comminuted intra-ar-
ticular distal radius fracture with sub-
luxation（粉碎性遠端骨折及脫位）。
簡單來說，是我的前手臂有骨折，手
腕有部分脫位。我需要進行ORIF（開
放性復位及內固定）手術，用一片鈦
金屬片和螺絲來固定骨折的地方。」
她續說：「醫生說我左手的功能需

要3至12個月才能完全恢復。另外醫
生也說我受傷時，傷及神經線，有me-
dian nerve symptoms（腕管綜合症）。
現時有些好轉，仍然有待觀察，希望
毋須進行第二次手術。」
事發後，她一直請病假。鄭若驊表

示，自己一直通過電郵等與律政司辦
公室的同事聯繫。今日，她會返回辦
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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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若驊的左手傷及神經線。 中通社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此前在接受香港律
師會會刊《香港律師》11月號訪問時表
示，身為律師，譴責違法的不當行為是
很重要的，保障香港的司法系統不受任
意和不公平的批評也是很重要的，「我
們必須維護司法獨立。」她相信暴力始
終會過去，市民最終會認識到遵守法律
的重要性，也能夠從公民的角度理解法
治的重要性。「我們的司法系統亦會更
加鞏固，運作良好。」

已看到缺點 政府將改進
鄭若驊在訪問中表示，因修例風波

而起的所有暴力行為無疑將會停止，
「我們希望是越早越好。我們期望市
民一如既往地繼續享有言論自由和集
會自由。我們也很希望能夠回復到所
有公民都尊重法治、守法的局面。」
在風波過去後，她相信特區政府的工

作方式和思維方式會改進，還將能在法
律、管治、程序和方法方面改善政府的
基礎結構。「隨着事態的進展，我們已
經看到了需要改善的地方。」

仲裁地地位 短期受影響
她續說：「我們應承認有深層次矛盾

和徵兆問題，從而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這可能不會立即發生，但至少我們將認
清我們的問題，並逐一解決它們。」最
後，「我們的法治會更加鞏固。」
被問及會否擔心抗議活動，長遠而

言會降低香港作為爭議解決地的吸引
力，鄭若驊認為短期內可能會有一些
影響，但香港在法治方面有很強的基
礎。「香港國際仲裁中心和中國國際
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的香港仲裁中心
告訴我，就聆訊而言，他們並沒有受
到影響。外國的仲裁員繼續前來香港
進行仲裁，他們並沒有遇到任何問

題。騷亂和暴力並沒有直接影響相關
的工作。」
就律師在解決當前危機方面可發揮

什麼作用，鄭若驊表示，自己以作為
一名律師的角度來思考，「我認為以
專業的方式行事很重要，並要完全遵
從我們所相信的觀念－自然公義的規
則。這意味着必須要理解和歡迎來自
不同方面的意見，保持開放的態度，
得出不偏不倚的觀點，在得出結論之
前要考慮所有的相關情況和證據。」
她續說，作為一名律師，對某一特

定事件的意見會對廣泛的社區產生影
響。「因此，表達意見是要十分慎
重。作為一名律師，譴責違法的不當
行為是很重要的。對於律師來說，保
障我們的司法系統不受任意和不公平
的批評也是很重要的。我們必須維護
司法獨立。律師在表達意見時要專
業，不要將專業意見與政治傾向混為
一談。保持不偏不倚、客觀、知情是
非常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信暴力終會過 市民更識法治

■華春瑩批美組織對香港當前亂局負有
重大責任。 網上圖片

蓬佩奧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大學
的麥康奈爾中心發表演說後的討

論會上談論到香港問題時稱，香港的
「示威者」渴望「自由」，期望「養
家餬口的機會」，並按照其所想的方
式踐行自己的宗教信仰，這亦是下一
代美國人所想的事情。中國「有義
務」根據《中英聯合聲明》確保「一
國兩制」，美方的努力則是要確保聲
明中的承諾並非對香港人的「空頭支
票」云云。

港人自由更勝港英時期
華春瑩在昨日舉行的中國外交部例
行記者會上回應記者提問時說：「我
不知道蓬佩奧先生有沒有讀過《中英
聯合聲明》？他知道《聯合聲明》有
多少款、有哪些具體內容嗎？他知不

知道《聯合聲明》的核心內容是規定
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英國將香
港交還給中國。《聯合聲明》中對香
港基本方針政策及具體說明是中方單
方面政策宣示，純屬中國內政，不是
雙方協議內容。在香港實施『一國兩
制』的法律基礎是中國憲法和基本
法，而非基於《聯合聲明》。更何況
《聯合聲明》與美國有任何關係
嗎？」
她質問：「英國對香港進行殖民統

治期間，香港有何民主自由可言？不
信可以問問『末代港督』彭定康先
生。那個時候港人有上街遊行的自由
嗎？沒有。當時的立法機關香港立法
局有任何一個議員是由港人提名的
嗎？沒有。港人長期不能享有平等的
公民權和參政權。恰恰是香港回歸
後，中國政府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切
實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針，保障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權利和自
由。」

批美無視自身人權問題
華春瑩指出，美方通過「國家民主
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推進所謂「民主
運動」，「但我很好奇的是，美國在
世界各地大肆推廣所謂的民主、自由
和人權，但偏偏對自己國內存在的民

主、自由和人權問題視而不見。難道
蓬佩奧先生真的不知道自己國內存在
什麼樣的問題嗎？」
她舉例說：「截至今年8月，美國共
發生槍擊案34,916起，因槍擊案死亡
9,214人；大家也都知道，美國在美墨
邊境大建邊境牆，成千上萬的難民被
迫骨肉分離，數萬名兒童被關押在骯
髒狹小的房間，甚至接連死亡；美國
還是發達工業國家中唯一沒有帶薪產
假法律的國家，是發達經濟體中唯一
不保障工人任何休假的國家。」
華春瑩批評：「一些美國官員和議

員拿着納稅人的血汗錢，卻偏偏只關
心一小撮香港極端暴力分子反中亂港
的所謂『自由』，對自己國內存在的
嚴重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漠不關
心。難道美國人民就不需要民主、自
由和人權嗎？美方政客應該更多關心
一下自己國內的事情。」
被問及中國將制裁「美國國家民主
基金會」等美國非政府組織，華春瑩
表示，大量事實和證據已經表明，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等非政府組
織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資金、物資以
及組織、培訓等方面的支持，極力教
唆他們從事極端暴力犯罪行為，煽動
「港獨」分裂活動，對當前香港亂局
負有重大責任。這些組織理應受到制
裁，必須付出應有代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稱，《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份在聯合國登

記、經過批准的「條約」，又要求中方尋求尊重「一國兩制」政策的解決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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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美國官員和議員只關心一小撮香港極端暴力分子反中

亂港的所謂「自由」，對自己國內存在嚴重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漠不關心，又指大量事實和證

據已經表明，美國部分非政府組織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資金、物資以及組織、培訓等方面的支持，

極力教唆他們從事極端暴力犯罪行為，煽動「港獨」分裂活動，對當前香港亂局負有重大責任。

「這些組織理應受到制裁，必須付出應有代價。」

■外交部發言人指，大量事實和證據已經表明美國部分非政府組織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資金、物資、培訓等支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