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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發表聲明稱

已向國會匯報，不再視香港擁有高度

自治，並「不再保證」香港獲回歸前

的特殊待遇，又稱港區國安法侵蝕香

港的自治和自由，「違反」中國在

《中英聯合聲明》中對港人的承諾。

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在回

應時狠批蓬佩奧以美國以所謂《香港

政策法》說事，誣衊香港國安立法，

損害香港自治和自由，而美方以制裁

相威脅更是蠻橫之極、無理之極、無

恥之極，利用香港顛覆內地的險惡用

心不打自招，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干預

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美威脅制裁 外交公署批無理無恥
蓬佩奧誣港區國安法損自治 中方促外力即停干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美國27日要求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港區國安法舉行會議，被中
方堅決拒絕。中國駐聯合國秘書長張軍批評，美
國的要求毫無根據。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晚上
發表聲明說，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當天對中國
全國人大關於中國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事
項妄加評論，對中方合法正當之舉橫加指責，並
提出聯合國安理會討論的無理要求，粗暴干涉中
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
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27日發聲明稱，港區國安
法「從根本上破壞」了《中英聯合聲明》保障
下，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和自由，又稱《聲明》
在聯合國登記，具法律約束力，而香港目前狀況
是全球緊急關注的問題，更牽涉國際和平與安
全，聯合國理事會會員應「立即注意」。

促美停止強權政治欺凌
張軍反駁指，香港的國家安全純粹是中國內部
事務，與安理會的授權範圍無關，並批評美國的
要求毫無根據，更又一次證明美國是世界的麻煩

製造者，敦促美國立即停止強權政治和欺凌行
為。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隨後發表聲明說，香港

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
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以
來，反中亂港勢力和外部勢力相互勾結，暴力活
動不斷升級，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現實威脅。沒
有任何國家會對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坐視不
管。維護國家安全歷來是中央事權，在任何國家
都是如此。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中國《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
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完全合理合法，勢在必行。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立法針對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有利於更好地落實「一國兩制」，不影響香
港的高度自治，不影響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
不影響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正當權益。
聲明說，美方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為反中亂

港分子開脫罪責，對香港特區政府威脅恫嚇，對
去年香港發生的嚴重有組織暴力負有不可推卸的
責任。美方制定了幾十部國家安全法律，卻對中

國的國家安全立法橫加干涉。這種雙重標準的做
法，充分暴露出美方的險惡用心。中國政府治理
香港的法律依據是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不是《中英聯合聲明》。美方沒有任何法律依
據、也沒有任何資格援引《中英聯合聲明》對香
港事務說三道四。

會員國國內立法 非安理會職責
聲明指出，安理會承擔着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

的首要責任，不是討論干涉會員國國內立法的場
合。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純屬中國內政，同安理會
職責毫無關係。美方的無理要求，完全出於政治
動機，嚴重違背《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和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嚴重破壞聯合國會員國互信與合
作，嚴重干擾聯合國工作秩序。美方不負責任的
行為，再次暴露其強權政治和霸凌行徑的真實面
目。一個時期以來，美方大搞單邊主義，接連退
出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伊核問題全面協
議》、《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等，在
世界各地濫用武力、搞單邊制裁、政權更迭，製
造一場又一場動亂，嚴重衝擊國際法和國際秩

序。事實一再證明，美國才是國際社會的麻煩製
造者。
聲明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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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借香港問題干涉中國內
政的圖謀都必然失敗。中方強烈敦促美方立即停
止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立即停止霸權主義和強權
政治的做法，管好自己的事，解決好自己的問
題，而不是到處挑起爭端、製造麻煩。

美要求聯合國阻港區國安法 中方堅決拒絕

《美國香港政策法》
列明香港有以下特殊待遇

1. 視香港為獨立關稅區
美國應尊重香港為個別關稅領域及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締約方；美國應繼續
賦予香港貨品最惠國待遇

2. 可設立雙邊關係
美國應積極尋求建立並擴大與香港的經貿關係，與香港制訂獨立的經濟、
貿易、金融、航運、旅遊、文化等方面的雙邊協議

3. 自由兌換貨幣
香港可自由兌換美元

4. 簽證審批待遇
美國認可香港發出的護照及旅遊證件，而香港居民申請到美國的簽證亦會
另外看待

5. 購買敏感技術
香港可在美國出口管制下購買敏感技術，但要確保無不當用途
資料來源︰《美國香港政策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香港時間前晚稱，已
向美國國會認證香港「不再擁有高度自

治」，「無法再認證香港能持續享有在美國
法律下享有的特殊待遇」，並假惺惺地稱，
盼望在未來某一天能夠「重新認證」香港再
次「享有符合美國法律下的特殊待遇」，但
有鑑於目前情況，這發生的機率微乎其微。
與此同時，「中共日漸否決過去對香港自治
的承諾，美國與為此抗爭的香港人民站在一
起。」據美國傳媒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將
於周內作決定。

立法無礙外國投資者權益
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表示，

美方對國安立法損害香港高度自治和自由的
指責是造謠誣衊，是對「一國兩制」方針的
蓄意歪曲。國家安全立法是中央的權力和責
任，不屬於香港特區的自治範圍。立法針對
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不影響香港高度自治，不影響香港居民
的合法權利和自由，不影響外國投資者在香
港的合法權益，只會使香港擁有更加完備的
法律體系，更加穩定的社會秩序，有利於維
護「一國兩制」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發言人指出，美方一方面自己國安立法密

不透風，無所不用其極，另一方面卻利用其
國內法對中方堵塞國安漏洞的合理合法舉措
污名化、妖魔化，甚至以制裁相威脅，蠻橫
之極、無理之極、無恥之極。這是對香港事
務和中國內政的赤裸裸干預，對國際法和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的粗暴踐踏，充分暴露出美
方徹頭徹尾的雙重標準和強盜邏輯。
中方在香港這片自己的土地上，建立健全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得到香
港社會各界廣泛支持，體現了14億中國人民
的共同願望，任何外部勢力休想阻擋。

美圖以港改變中國社會制度
發言人表示，美方聲稱數十年來一直把香

港作為「自由堡壘」，企圖以「香港模式」
改變中國內地社會制度，其打「香港牌」、
利用香港作為橋頭堡對內地進行分裂、顛
覆、滲透、破壞的險惡用心不打自招。這從
反面證明全國人大決定制定港區國安法、堅
決堵住國家安全漏洞勢在必行，刻不容緩。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

務純屬中國內政。中方落實「一國兩制」和
制定港區國安法的決心堅如磐石。我們敦促
美方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
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如果美方一
意孤行，必將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
中國人民的一致反對和堅決反制。

劉曉明：英無權干預港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外交部日前就港

區國安法與澳洲、加拿大發表聯合聲
明，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日前在接受
香港鳳凰衛視專訪時表示，香港的「港
獨」和激進分離勢力活動日益猖獗，港
區國安法是及時必要，並強調《中英聯
合聲明》中沒有一個字賦予英國在香港
回歸後有任何責任，並堅決反對英方以
《聯合聲明》為藉口干預香港事務和中
國內政。
劉曉明在訪問中表示，英國確實有一

些政客固守冷戰思維和殖民心態，未認
清香港已回歸中國、是中國一個特別行
政區的現實，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並已向英
政府闡明中方立場，包括通過回應記者
提問、接受採訪等方式，多次向英各界
介紹情況、闡明立場。

港區國安法保「一國兩制」
他強調，香港自去年修例風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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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外
部干預勢力和「台獨」勢力加大干預
香港事務，嚴重危害香港公共安全，
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對中國

國家安全構成現實威脅，也暴露了香
港特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存在明顯
法律漏洞。
劉曉明指出，制定港區國安法是形
勢所迫，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的治本之策，亦是中央政府對國家
安全負有的最大和最終責任，勢在必
行，刻不容緩。
他並強調，港區國安法有利於保障

港人合法權利和自由。有關立法針對
極少數嚴重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
為，不會影響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
項權利和自由，只會使香港居民的合
法權利和自由在安全環境下得到更好
行使，將使香港具有更完備的法律體
系、更穩定的社會秩序、更良好的法
治和營商環境，使香港變得更安全、
更美好、更繁榮。
劉曉明重申，就算英國與香港有特
殊歷史淵源及密切交往，但不意味香
港會是英國的「政治責任」或「政治
籌碼」，《中英聯合聲明》沒有任何
一個字、任何一個條款賦予英國在香
港回歸後對香港承擔任何責任，英方
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
無監督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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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強烈反
對美國國務院按《美國－香港政策法》提交
所謂的報告內以偏概全的言論，並強調利用
制裁作為威脅以干預其他地方的政策，違反
國際法律和國際慣例，且任何制裁措施都是
雙刃劍，不單會損害香港利益，更會嚴重損
害美國自身的利益。特區政府希望美國政府
採取務實態度，以美國自身在香港的利益為
依歸，停止干預中國內政及香港特區事務，
繼續維持對香港的經貿政策。
特區政府發言人在聲明中表示，美國國務
院及有關人等抹黑港區國安法的言論，是曲
解了香港特區和中央的憲制關係，將香港落
實「一國兩制」污名化，干涉中國內政及香
港特區事務。

「高度自治被蠶食」毫無根據
發言人指出，美國在內的任何其他國家，
國家安全立法均屬於中央事權。香港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直轄於中央
人民政府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區
域。全國人大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的國
家權力機關，根據國家憲法第31及62條，有
權設立特別行政區及以法律規定在特別行政
區內實行的制度。

他續說，全國人大昨日通過建立健全香港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
決定，完全屬於全國人大的權力範疇。
發言人指出，過去23年來，中央和香港特

區政府一直按照憲法及基本法管理香港內部
事務，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原則。「報告
內有關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和香港巿民享有
的合法權益和自由被蠶食的指控毫無根據，
我們對此表示遺憾。」
發言人強調，「每個合理的人都不能否

認，香港自去年六月以來受到不斷升級的暴
力所困。涉及爆炸品和槍械的事件屢屢出
現，構成恐怖主義風險，嚴重危害公共安
全。此外，提倡『香港獨立』和『自決』的
組織據稱得到外國或外部勢力支持，煽動示
威者，尤其是年輕人，挑戰中央和特區政府
的權威。這些事實了然可見。」
他續說，透過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分裂

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
的行為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
港特區內部事務的活動，將由全國人大常務
委員會按照決定訂立的國家安全法，將會令
香港恢復穩定，並更有利於保障香港巿民的
合法權益和自由，為香港的長遠繁榮作出貢
獻。

制裁作威脅違反國際法律
就傳媒查詢有關香港在美國法律下的「特

別地位」或特殊待遇或可能對香港施加的制
裁，發言人指出，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
位」由基本法賦予。「我們會繼續推行自由
貿易政策。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單獨成員，
我們期望得到貿易夥伴的公平對待。」
發言人強調，「利用制裁作為威脅以干預

其他地方的政策，是違反國際法律和國際慣
例。實際上，在港美關係中，任何制裁措施
都是雙刃劍，不單會損害香港利益，更會嚴
重損害美國自身的利益。」
發言人引述數據，指過去十年，美國在香

港賺取的貿易順差是其全球貿易夥伴中最高
的。在2009至2018年期間，相關貨物貿易順
差的累計總額達2,970億美元。在2019年，
由於中美貿易摩擦，相關順差已由2018年的
314億美元減至264億美元。若在服務業及投
資等其他方面施加制裁，在香港的1,300間美
國企業或會進一步受到影響。
「特區政府希望美國政府採取務實態度，

以美國自身在香港的利益為依歸，停止干預
我國及香港的內部事務，繼續維持對香港的
經貿政策。」發言人說。

港府強烈反對美《香港政策法》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