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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網

訊，5月30日，中國駐美國

大使崔天凱在彭博社網站發

表題為《保「一國兩制」前

途，還香港穩定發展》的署

名文章，強調通過國家立法的方式堵住香港國家安全

的風險漏洞已是刻不容緩，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兩

制」賴以生存的基礎，「國家安全得不到保障，香港

的長期繁榮穩定也無從談起。」他強調，有關立法針

對的是分裂國家、顛覆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及外

國和境外勢力干預等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任

何人只要同這樣的行為無關，那大可放心地在香港安

居樂業、投資興業。」

崔天凱：立法堵港風險刻不容緩
中國駐美大使撰文指若國安無保障 何談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
明）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所
謂制裁香港措施，包括取消香
港旅遊地區的優惠待遇，檢討
對香港的旅遊警示。有旅遊業
界則指出，香港與美國雖往來
頻繁，但以觀光為目的只佔少
數，對旅遊業影響不大。
根據美國國家旅行與旅遊辦

公室數字，今年首四個月，香
港有19,996人次訪美，去年全
年有155,243人次，2018年則為
151,740人次，港客佔訪美旅客
約0.2%。
另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數

字，今年首四個月美國訪港人

次 為 79,004， 去 年 全 年 有
1,107,165 人次，2018 年則為
1,304,232人次，美國訪客佔總
訪客年均約2%。
旅遊業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

前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表
示，過往每日也有逾20班航班
往來香港與美國，但旅客多以
商務、讀書和探親為目的，純
粹到美國觀光的旅行團或自由
行旅客只佔少數。
對於措施會否對港人赴美旅

遊構成影響，他指現往美國需
要簽證，除非收緊簽證審批，
但暫未聽說美國會禁止港人赴
美，相信對旅遊業影響不大。

業界：美需簽證如何再緊？
香港旅遊業工會聯會理事長梁

芳遠亦說，前往美國需要簽證，
美國在旅遊方面原本都未有給予
優惠和方便，反問可以如何再收
緊？她說，美國團並非業界主
流，大型旅行社才推出，因申領
簽證麻煩，難以控制，現時團量
最多的是內地團，較多人參加的
亦有日本或東南亞團。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因應新冠疫

情，3月19日已停辦所有簽證，包
括常規旅遊、商務簽證及移民簽
證。領事館前日表示，港人赴美
簽證或申請狀況目前並無改變。

崔天凱指自己一直是香港的「粉絲」。因此，當看到去年修
例風波後的香港，看到暴徒用尖利的鐵支攻擊警員、私藏

槍械和彈藥，在機場圍毆和非法拘禁無辜旅客、點燃潑到無辜老
人身上的汽油，看到因受衝擊破壞而滿目瘡痍的政府大樓，看到
火痕過後百業蕭條的街道，「我們痛心疾首。」

港長期「不設防」煽暴鼓吹「港獨」
他認為，長期以來，香港在國家安全上處於 「不設防」狀

態。正是利用了這一點，有人公然鼓吹「港獨」，煽動暴力，屢
屢突破中央政府底線；外部勢力愈來愈肆無忌憚地插手和搗亂，
干預香港事務。香港陷入亂局，中國國家安全受到危害。通過國
家立法的方式堵住香港國家安全的風險漏洞已是刻不容緩。
他指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就維護國家安
全自行立法，但回歸近23年來，囿於反對派百般阻撓，有關立
法至今無法完成。日前全國人大作出港區國安法立法決定，得到
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的積極支持和回應，因為香港的
國家安全立法勢在必行，早該有之，是民心所向。「如果在付出
如此沉重代價後還不行動，那才是真正的對人民不負責任。」

立法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對於有人質疑由中央層面立法是否有法理依據？崔天凱說，答
案是肯定的。世界上任何國家，無論是實行單一制還是聯邦制，
國家安全立法都屬於國家立法權力。中央政府對維護國家安全負
有最大和最終的責任。
對於有人「擔心」相關立法會動搖「一國兩制」，崔天凱說，
恰恰相反，這一立法將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他強調，維
護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賴以生存的基礎。只有國家安全根基
牢固，社會大局穩定，才能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才能夠解決經濟民生等深層次矛盾問題，為香港贏得更大發展空
間。國家安全得不到保障，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也無從談起。

無危害國安者 放心安居樂業
「很多長期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美國朋友可能會問，立法對我
意味着什麼？回答是可以讓你更安全、更放心。」崔天凱說，有
關立法針對的是分裂國家、顛覆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及外國
和境外勢力干預等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任何人只要同這
樣的行為無關，那大可放心地在香港安居樂業、投資興業。」
他表示相信，立法將更好地保障香港守法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及其他合法權利和自由，也將更好地保障香港特區依法享有高度
自治權，有利於維護香港的法治環境和營商環境。香港長期穩定
發展的紅利將帶來更多機遇，惠及來自世界各地的願意在香港工
作、投資、生活的人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美國近日的暴動事件及其執
法方式引起各界關注，現時已有
示威者被槍擊，更有警車撞向示
威者，另有向警車擲汽油彈者被
控企圖謀殺，可見美國執法絕不
手軟。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美國等西
方國家只許自己放火、不許他人
點燈的態度，完全是雙重標準。
他們又指，對比美國，香港警隊
更為克制和專業，市民應認清這
些外國的真面目。
保安局前局長黎棟國表示，

從今次美國當局處理暴亂的手
法，更加突出香港警隊的專業
及優秀。過去一年，香港警方
面對接二連三的黑暴，只採用
比暴徒高一級的執法，包括催
淚彈、胡椒噴霧、警棍等，面
對各種挑釁，也表現克制。反

觀美國已用了真槍實彈，甚至
出動了國民警衛軍。他說，當
美國批評香港警隊，自己卻是
如此執法，雙重標準表露無
遺。他認為，港人應該看清楚
自由表達非沒有標準及底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認

為，今次美國暴亂，將美國的雙
重標準醜態，完完全全地展示出
來。自黑暴事件爆發以來，外國
勢力聯同香港攬炒派，不斷抹黑
及挑剔警方的執法手法，但當暴
亂在美國發生，美國卻以粗暴的
手段維持秩序，這亦證明，香港
的自由及尊重人權的情況，遠較
美國為好。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指

出，美國持雙重標準，為鐵一般
事實。他說，黑暴在外國勢力暗
中支持下在香港衍生出恐怖主義
式的暴亂，一再批評香港的外國

做夢也沒料到自己竟會面對同樣
處境。
他說，香港警方在沒有類似經

驗的情況下，表現優越，防暴成
績較美國更優勝。他並批評香港
攬炒派政客，配合外國勢力的指
揮棒，不斷抹黑警方，分化社會
製造矛盾，大家應該認清真相，
香港遠較美國自由及尊重人權。

湯家驊批黑暴「不知福」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

湯家驊昨日在facebook撰文，在
美國掟汽油彈是意圖謀殺，在
香港掟汽油彈只是罰款了事。
在美國「裝修」店舖要開槍，
在香港「裝修」（刑毀）店舖
只是驅散了事，認為哪個制度
更寬容、更人道、更重自由，
有目共睹，「身在福中不知福
者，也是夢醒時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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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政界批美雙標：證港警克制專業

訪美觀光佔少數 對旅業影響微

梁振英引美例：
還信港暴亂無黑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facebook
發帖回應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的署名
文章，強調「立法工作事關重大，勢在
必行」，尤其是面對外國政府和政客的
無理指控，大使們肯定會全力以赴，
「正如崔大使所說，相關立法是要『保
「一國兩制」前途，還香港穩定發
展』。這是全國十四億人民心之所向，
也是七百多萬香港人利之所繫。」
林鄭月娥表示，自己閱畢崔天凱前天

有關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署名文
章，認為該文章簡潔有力，讓在港美國
人知道立國安法可以讓他們更安全、更
放心，在香港安居樂業、投資興業。
對於崔天凱表示自己是香港的「粉

絲」，林鄭月娥說自己近年外訪及在港
與不少中國駐各國大使見面，他們都不
約而同表示欣賞香港的獨特之處，並在
他們的外交事務上推介「一國兩制」的
成功實踐，支持香港在他們駐地的經貿
工作和為在外遇上困難的港人提供適切
的領事保護和支援。
林鄭月娥重申，這次立法工作事關重

大，勢在必行，尤其是面對外國政府和
政客的無理指控，大使們肯定會全力以
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昨日在社交媒體發文指，美國暴亂中暴徒和示
威者沒有頭盔及防毒面具等裝備，亦沒有大批的業餘
「記者」和「醫療隊」，更加沒有「612基金」，質
問以前相信香港過去一年的暴亂沒有黑手、沒有大
台、沒有金主的市民，「今天你還相信嗎？」
梁振英以一連幾個「沒有」來指出美國與香港暴

亂中的情況對比，「過去幾天美國的暴亂大家看清
楚了吧，暴徒和示威者沒有頭盔、沒有防毒面具、
沒有無線電通訊器材、沒有八達通卡、沒有汽油彈
工場、沒有現場的現金交收、沒有大批的業餘『記
者』、沒有雨傘隊、沒有醫療隊、沒有『612基
金』。」
他續問︰「你如果以前相信香港過去一年的暴亂

沒有黑手、沒有大台、沒有金主，今天你還相信
嗎？」

▶林鄭月娥強調
「立法工作事關重
大，勢在必行」。
林鄭月娥fb截圖

▲崔天凱強調，通過國家
立法的方式堵住香港國家
安全的風險漏洞已是刻不
容緩。 資料圖片

■梁振英以美國暴亂中暴徒和示威者的情況與香港
作對比，反問香港暴亂無黑手你會相信嗎？

梁振英fb截圖

美國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員當街
虐殺引發的反種族歧視示威蔓延全美逾
40 個城市，大部分演變成警民衝突，
多人被射殺身亡。美國這波示威浪潮除
了凸顯美國的種族和人權問題嚴重，亦
凸顯本港泛暴派的雙重標準。香港去年
發生修例風波之時，泛暴派一開始就與
黑暴同聲同氣，誣衊特區警隊是「黑
警」，抹黑警方執法是「警暴」，甚至
捏造警員強姦、殺人。但如今，面對美
國警方強力執法，總統特朗普甚至對示
威者發出開槍威脅，泛暴派就裝聾扮
啞。這充分揭示泛暴派反中亂港的政棍
嘴臉，毫無道德廉恥可言。

美國近日的連串示威浪潮愈演愈
烈，甚至蔓延至加拿大、英國等地。示
威的觸發點是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
執法過當殘忍殺害，揭示出美國的種族
歧視問題已到了積重難返的程度。令人
側目的是，去年對本港修例風波指手畫
腳，將黑魔美化為和平示威的特朗普當
局，在其國內卻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以強
力執法應對示威。在案件發生的明尼阿
波利斯市，已經投入4,000名國民警衛
軍應付示威，警方動輒發射催淚彈、橡
膠子彈、閃光彈等鎮壓清場，不少示威
者被打至頭破血流，亦有多名傳媒記者
被警方的橡膠子彈打中受傷。特朗普在
示威開始不久就宣布要派軍隊平暴，聲
稱「開始搶掠、就會開槍」，最新又威

脅示威者，稱會「出動最惡的狗和最兇
險的武器對付」。

美國這波示威除了顯示出美國只准
自身逞強、不准別國平暴的雙重標準，
更凸顯了本港泛暴派媚外仇港的醜陋。
還記得去年香港警察面對黑暴時克制文
明執法，但泛暴派明顯已經與街頭暴力
的黑衣魔結盟，早早稱特區警察為「黑
警」，要求政府徹查「警暴」，甚至哀
求美英「制裁香港警暴」，云云。但今
天面對美國的強力鎮壓手段，一群泛暴
派政客齊齊噤聲，無一敢出來譴責美國
暴力執法。泛暴派視本港示威者為「手
足」，卻視美國示威者為「暴徒」；容
不下本港警察的正常執法，卻無限包容
美國警察的強力執法。泛暴派不為美國
「手足」加油鼓勁，不譴責美國「黑
警」打壓遊行自由和新聞自由。這種反
差強烈的雙重標準，充分凸顯了泛暴派
所作所為，反中亂港才是真正的政治目
的。這就是香港黑暴和泛暴派沆瀣一氣
的真面目。

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就港區國安法展
開立法工作，泛暴派心知其反中亂港行
為將受到法律的制止和嚴懲，因此對港
區國安法諸多詆毀。但泛暴派的煽暴行
徑愈是猖獗，愈是反證港區國安法的必
要性和迫切性。泛暴派多行不義自暴其
醜，今後是繼續為惡還是改弦更張，確
實應該好好思考選擇了。

泛暴派為何不譴責美國警暴？
港區國安法立法獲得市民廣泛支持，各個簽名

街站的熱烈反響，已從一個側面看到人心所向。此
次港區國安立法，打破了本港過去一段時間裏黑白
顛倒、是非混淆的狀況和所謂國安禁忌，正在改變
各階層人士的心理預期，社會管治精英不再退縮，
敢於表態，建制派昂起了頭，挺起了胸，部分市民
原來模糊的是非觀更清晰明瞭；除了繼續勾結外部
勢力遭更多人唾棄的「香港眾志」等極端政治勢力
外，傳統反對派也在改變口風。當此支持國安立法
民意勢頭初成的重要關鍵時刻，當局一方面要讓正
氣張揚，鞏固良好的社會氣氛，夯實國安立法的堅
實民意基礎；另一方面，不要盲目樂觀，仍要做好
釋疑解惑工作，尤其要在立法過程中多聽民意，進
一步凝聚支持國安立法、反黑暴反對外國和境外勢
力干預的強大民意，為香港開創新局。

「香港各界撐國安立法聯合陣線」發起的支持
港區國安立法簽名活動，從 5 月 24 日開啟以來，
迅速得到廣大市民熱烈響應，上周五簽名人數已
超200萬。市民簽名支持的踴躍與熱烈程度，遠超
去年11月超100萬簽名的「反黑暴、禁蒙面、護家
園」活動，昨日活動最後一日，眾多市民主動前
往各區街站簽名；多個團體發起撐港區國安法大
清潔行動，亦獲市民積極支持。參與清潔的一名
音樂老師表示，全國人大通過港區國安立法決
定，很多港人感到鼓舞，盼通過清潔活動，表達
支持立法，拒絕抹黑文宣，令社會回復正常。香
港社會的一幕幕場景，從一個側面反映市民已煩
透黑暴，渴望香港重回發展正軌，從內心支持港
區國安立法。

從中央忍無可忍，決定出手為港區國安法立法

以來，很多市民明顯感到，香港社會風氣開始出現
巨大改變，社會上倍感鼓舞的氣氛越來越濃。港區
國安立法，挑破了所謂的國安禁忌，打破了社會上
一度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社會心理，很多模糊的
是非變得清晰，以前面對黑暴、「港獨」肆虐，退
縮一邊、明哲保身的，現在敢於明確作出反對的表
態了。特區政府官員旗幟鮮明，理據充分地公開表
態支持國安立法，眾多建制派和愛國社團領袖更是
士氣大振，一馬當先、昂首挺胸、理直氣壯地撐國
安立法，支持國安立法的簽名行動如一股巨大熱浪
迅速席捲香港，整個香港倍受正氣鼓舞；一些和理
非港人，也看清利弊，分清了維護國安的「大是」
和「港獨」分裂的「大非」，敢於公開表態、勇敢
簽名支持國安立法。

在這民意大勢面前，部分傳統反對派收斂以往
窮凶極惡、顛倒是非黑白的話語，改為闡述不認可
「港獨」、反對恐怖暴力的立場。民主黨創黨主席
李柱銘和公民黨梁家傑近日在傳媒訪問節目的表
述，明顯地顧左右而言他和話語邏輯混亂，已經說
明他們的慌亂和不知所措。一向勾連美國西方反華
勢力的「香港眾志」，連日近乎總動員地到多區擺
街站，但市民對街站極度冷淡，相信他們應該感受
到民意的向背。

在本港撐國安立法的強大民意初步呈現之際，
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要善用民意、張揚正氣，堅定
排除外界干擾，在港區國安立法工作過程中，做更
多釋疑解惑的工作，多聽民意，凝聚更大更廣泛的
撐國安立法的民意，確保港區國安立法在良好的社
會氣氛和強大的民意基礎上順利完成，保障香港長
治久安、持續穩定繁榮。

凝聚民意張揚正氣 釋疑解惑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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