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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銳評：中國裝「防盜門」蓬佩奧緊張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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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署批外力強盜邏輯干港事
外國政客言必自家國安 卻無理阻撓中國維護主權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
昨日發表題為《中國自己家裝「防盜
門」，蓬佩奧你緊張什麼？》的「人民銳
評」，全文如下：
全國人大會議審議涉港國安議題，國人無
不感到振奮、欣慰，可偏偏國門之外有些
「噪音」傳來。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書面
聲明，對中國橫加指責，妄言「重新評估香
港的特殊地位」，赤裸裸的干涉行徑，再次
暴露美國政客毫無底線的虛偽醜陋。

立法維護國安是國際慣例
立法維護國家安全，這是國際慣例，美
國在這方面造詣尤深，堪稱各國「老
師」。美國早在立國初期的1798年，就通

過了《煽動叛亂法》《敵對外僑法》等4個
法案。2001年的「911事件」後，美國迅速
頒佈《愛國者法案》《國土安全法案》。
今天的美國，國家安全法案多如牛毛、五
花八門，不僅涵蓋叛國、間諜活動、恐怖
主義等行為，更擴展到經濟、軍事、教育
等層面。他們構築自己的金鐘罩鐵布衫，
卻不允許中國堵上一個國家安全漏洞。他
們維護自己國家安全毫不手軟，卻對其他
國家安全需要說三道四。試問，如果覺得
中國法律不好，能不能把美國國安法律的
條文拿來我們用一下？
污名化、妖魔化中國全國人大此次涉港

議題，蓬佩奧滿嘴「民主體制」「公民自
由」，這種老套的把戲，騙不了包括香港

市民在內的中國人。美國打着維護國家安
全旗號，幹了多少損害人權和自由的事，
幹了多少違背國際正義的事。為了自己國
家利益，大肆監聽普通公民甚至外國政
要；憑借莫須有指控，就對華為等外國公
司長臂管轄；甚至拿着一瓶裝有白色粉末
的試管，欺騙世人這是化學武器的證據，
讓伊拉克生靈塗炭。「美國優先」的眼中
幾時有過他國「人權」。
誰最看不得別人家裝防盜門？肯定是盜賊

本尊。中國建立完善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制和
機制，完全是自己家的常規安全措施，只針
對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恐怖主義、外部干
預等幾類行為，這些都是各國保障國家安全
的「基本配置」，尚未達到美國那般「銅牆

鐵壁」。請問蓬佩奧先生，這幾條美國幹了
哪件、還想幹哪件？如果美國不是準備幹這
幾件事，你有什麼好緊張的？

美國正是禍亂香港最大黑手
美國越是反對，越是說明國安立法打中

了反對派和境外反華勢力的「七寸」。
「修例風波」讓世人看清，美國正是禍亂
香港的最大黑手。從彭斯、蓬佩奧等政要
會見黎智英、黃之鋒等反中亂港分子，到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向反對派輸送政治黑
金，從出台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到肉搏上陣親自指揮街頭暴力……
美國干涉滲透香港已經從幕後走到前台，
與反對派裡應外合，這是一心想毀掉香港

的繁榮和前途。現在中央果斷出手立法，
目的就是斬斷反對派和境外勢力勾結，鏟
除為害香港的禍亂之源。
對美國來說，香港只是遏制中國的一枚棋
子。把香港變成反中「橋頭堡」、暴亂「大
本營」、顏色革命「輸出地」。我們要正告
那些反中亂港分子，中央既然出手，就有全
方位的應對之策，以為挾洋自重，抱緊大腿
就能得逞？無疑打錯了算盤。還是多花點時
間，好好想想自己的出路吧！廣大香港市
民，已經愈來愈看清事實真相，認清外部勢
力和反中亂港分子的「煽惑」伎倆，不會再
甘作「棋子」「炮灰」。
蓬佩奧如此「噪音」早在預料之內，美

國手中有哪些牌，中國也都很明白。既然
要推進立法，中國就早有準備，這種「雙
標思維」「霸權邏輯」休想佔到任何便
宜。任何想要禍亂香港、為害國家的行
為，注定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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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到話要「移民」去台灣，當正人哋無任歡迎
咁。不過，原來班「黃絲」可能只係一廂情願。
話說噚日facebook有帖文圖文並茂話喺台灣嘅台
北車站，有好多台灣人「支持」香港班「黃絲」
搞「革命」、「港獨」。照片所見，確有好多人
喺北車集會，又有人揮舞「光復香港，時代革
命」、「香港獨立」旗幟，帖文仲話：「You
are never alone（你永遠不會孤單）」、「台灣
撐香港」、「謝謝台灣！」，然而咁大陣仗嘅支
持，原來只係造假！

唔理人哋感受 自唱「港獨」歌曲

事緣早前傳出台灣台鐵擬唔畀任何人喺北車
大廳坐地下，唔知係咩人發起咗個「坐爆台北車
站，野餐唱歌靜坐躺臥皆可」嘅活動，噚日有
400幾人到北車大廳聚集抗議。
不過，呢個以反對台鐵「唔畀坐地下」為號

召嘅集會，好快就俾班好識借位嘅「黃絲」港生
「騎劫」，拎住「港獨」旗係咁借位打卡，仲唔
理人哋感受，自己唱起「港獨」歌曲「願榮光歸
香港」，班睇相唔知實情嘅香港「黃絲」，仲以
為當地真係舉辦緊台灣「港獨」集會。

台網民都覺港要歸屬大陸
假帖一出，唔少「黃絲」網民都話好感動。

「Uay Nosna」就話：「多謝，台灣『手足』！」
咁其實班台灣網民點諗呢？真實對班「黃絲」
都幾殘酷。台灣網民都覺得香港要歸屬大陸。
好似「Johns Tsai」質疑：「北車跟香港有什麼
關係啊？」「王冀鵬」就答佢，班「黃絲」港生「來

亂的吧，要把台灣變香港喔！」香港「黃絲」「Jack
Lee」就夾硬兜：「港人跟台灣人一同爭取民主自
由。」「鍾玲」就反駁佢：「香港是歸屬大陸，別
搞（攪）混了，一點關係都沒！」
班「黃絲」想將喺香港商場搞事嗰套荒謬邏

輯帶去台灣，唔少台灣網民都群起鬧班「黃
絲」。「賴福生」咁講：「別濫用民主自由，把
不應該當應該！」「蔣一昇」就鬧：「動不動用
什麼『光復』、『奪回』等字眼，好好祥和台灣
社會被這些人弄得充滿『戾氣』。」「明茍葛」
則說：「雙標黨教育出奇才不奇怪啦！」
睇返台灣三立新聞網最新報道，原來好多台

灣網民得悉班「港仔」妄想「移民」台灣後，紛
紛出嚟留言話「不歡迎香港人入籍」，理由包括
「文化有差異，港人很愛計較得失、脾氣差」、
「港仔的個性真的會比理性大陸人還討厭」等。
「黃絲」啊！何必「自欺欺人」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騎劫」台灣集會「黃絲」車站宣「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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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民得悉班「港仔」妄想「移民」台灣後，紛紛出嚟留言話「不歡迎
香港人入籍」。 網頁截圖

前日，英國外相藍韜文、澳洲外長
佩恩及加拿大外長商鵬飛發出聯

合聲明，稱對港區國安法「深切關
注」，又謂有關立法沒有港人、立法機
關或司法機關直接參與，會「破壞」保
障香港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原則。
歐盟亦發聲明稱會持續跟進事件，又
謂要經過民主辯論、諮詢主要持份者及
尊重和保護人權和自由，才是訂立港區
國安法的「最佳方法」。

外力妄加評論 挑戰「一國兩制」
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對一些國
家妄加評論予以嚴正批駁，表示堅決反
對。發言人說，近年來，特別是香港發
生修例風波以來，「港獨」和激進分離
勢力活動日益猖獗，暴力恐怖活動不斷
升級，一些外國和境外勢力與香港反中

亂港勢力勾連合流、沆瀣一氣，公然干
預香港事務，並利用香港從事危害中國
國家安全的活動，嚴重挑戰「一國兩
制」原則底線，對國家安全構成現實威
脅，必須依法予以防範、制止和懲治。
發言人指出，港區國安法針對的是分
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
活動的行為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
事務的活動，不僅不會影響到香港居民
依法所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而且會
使香港廣大居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在安
全環境下得到更好行使。「一國兩制」
方針不會變，香港特區高度自治不會
變，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利益將繼續依
法得到保護。在國家安全得到切實保障
的情況下，「一國兩制」必將行穩致
遠，香港必將發展得越來越好。這符合
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重申護國安是國家正當權利
發言人重申，維護國家安全是行使一
國主權，是所有國家的正當權利，國家
安全立法屬於國家立法權力。一些國家
一邊自己言必稱「國家安全」，一邊無
理取鬧阻撓破壞中國維護主權安全的努
力，是典型的雙重標準和強盜邏輯，
「我們正告那些政客，無論你們怎樣造
謠撒謊，都改變不了香港社會愛國愛
港、思穩思定的主流民意！無論你們如
何歪曲中傷、蠱惑煽動、威脅訛詐，都
動搖不了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
的堅定決心和堅強意志！你們處心積慮
以反中亂港分子為『馬前卒』、以香港
為『橋頭堡』對中國進行分裂、顛覆、
滲透、破壞，侵害中國主權和安全的陰
謀永遠不會得逞！」

促有關國家尊重中國主權
發言人敦促有關國家，尊重中國主

權，遵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發言人亦批評，英、

澳、加外長對港區國安法妄加評論，粗暴
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中方表示強烈
不滿和堅決反對，重申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屬於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預。
發言人指出，世界上任何國家，無論
單一制還是聯邦制，國家安全立法都屬
於國家立法權力。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
有權力也有責任根據香港特區的實際情
況和需要繼續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
責任，包括制定與香港特區有關的維護
國家安全的法律，繼續構建有關法律制
度和執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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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反華基地的圖謀，繼

美國政府對立法橫加指責後，

英國、澳洲、加拿大外長發出

聯合聲明，歐盟亦發聲明說三

道四。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公署發言人對這些國家氣急敗

壞地跳出來妄加評論、橫加指

責、甚至語帶威脅予以嚴正批

駁。發言人批評，一些國家一

邊自己言必稱「國家安全」，

一邊無理取鬧阻撓破壞中國維

護主權安全的努力，是典型的

雙重標準和強盜邏輯，其侵害

中國主權和安全的陰謀永遠不

會得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
國人大審議有關港區國安法的議
案，外國反華勢力即發聲明說三道
四。多名香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
維護國家安全是天經地義的，訂立
港區國安法就是要堵塞香港一直以
來的漏洞，而這些抹黑港區國安法
的國家本身都有國安法例並不斷更
新，以保護國家、防止恐怖主義擴
張，完全是雙重標準。

英美所為有如當年「八國聯軍」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指出，過去一

年，黑暴在香港橫行，破壞行為已超
乎一般的示威，到了本土恐怖主義的
程度，到了危害國家安全的地步，中
央必須作出果斷行動。全國人大審議
港區國安法，正是要堵塞香港在國安
方面的漏洞。
他形容，英美加等紛紛介入香港

事務，更將矛頭指向中國中央政
府，所為有如當年「八國聯軍」侵
犯中國，令人非常憤怒，而這些國
家本身就有大量的國家安全法例，
現在竟抹黑中國完善國家安全的措
施，完全是雙重標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亦指，這些對港區
國安法有激烈反應的西方國家，自身早已訂立
國安法例維護自己的國家安全，現在抹黑中
國，明顯是雙重標準。為保障市民的福祉，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絕不容外國勢力說三
道四。
她強調，制訂港區國安法與國際慣例相符，
同時要將香港的亂局撥亂反正。這些西方國家刻
意干預中國的內政，是企圖為香港的「港獨」分
離分子撐腰，讓他們繼續反中亂港。

西方無資格說三道四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所謂「一視同

仁」，若這些西方國家既然質疑港區國安法立
法，就應該先取消自己的國家安全相關法例，否
則就無資格說三道四，阻礙中國完善保護國家安
全的機制。
他直言，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香港攬炒派
與外國勢力串連，不斷阻撓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工作，令香港變成西方的情報基地，甚至
反中的橋頭堡。現在，這些國家對港區國安法
有這樣大的反應，大家應該心知肚明這代表着
什麼。

英國外相藍韜文(左)、澳洲外長佩恩(中)、
加拿大外長商鵬飛(右)3人發出聯合聲明，
稱對港區國安法「深切關注」，又謂有關
立法沒有港人、立法機關或司法機關直接
參與，會「破壞」保障香港高度自治的
「一國兩制」原則。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批

評，一些國家一邊自己言必稱「國家
安全」，一邊無理取鬧阻撓破壞中國
維護主權安全的努力，是典型的雙重
標準和強盜邏輯，其侵害中國主權和
安全的陰謀永遠不會得逞。

妄加評論

歐盟謂要經過民主辯
論、諮詢主要持份者
及尊重和保護人權和
自由，才是訂立港區
國安法的「最佳方
法」。

嚴正批駁

歐盟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