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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早前通過港區國安法立法決定，美國隨即揚言要對香港展

開所謂「制裁」。美國政府昨日正式招標出售在港持有逾70年的港島

南區壽臣山壽山村道37號美國駐港領事館宿舍，引發社會關注。美國

駐港總領事館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時表示，這是全球再投資

計劃的一部分。多位政經界人士分析指，不排除美國此舉有政治考

慮，套現的做法亦可能為逃避因違反港區國安法受制裁作準備，但認

為其若企圖通過賣樓炒作，相信影響微乎其微。

美領館售宿舍 料有政治考慮
政經界疑套現避制裁 若賣樓炒作影響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自全國人
大早前通過港區國安法立法決定，美國政
府即揚言要制裁香港，企圖干預立法工
作，觸發港人的不滿情緒。民建聯昨日到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作出抗議，批評美方
干預中國內政，並重申有關立法是為保障
香港市民的安全，呼籲美國及早停止損人
不利己的霸道行徑。

周浩鼎批抹黑港區國安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副主席陳學

鋒，副秘書長顏汶羽等人帶同寫有「抗議
美國干預中國內政」的橫額到美國領事館
門外請願，其間高呼「立即停止插手香港

事務」、「支持港區國安法立法」等口
號。
周浩鼎強調，港區國安法的通過與落實

是為了要保護香港市民安全，保障大家不
要再受黑暴及恐怖主義傷害，同時亦能維
護香港安全的營商環境。對於有美國政府
高層聲稱「立法有損香港的國際金融地
位」，他反指：「如果連市民嘅安全都保
障唔到，邊有人嚟投資？」批評美國是抹
黑造謠。
他重申，港區國安法不會損害「一國兩

制」原則，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法
治、司法獨立、市民權利自由都不受影
響，冀美方不要再危言聳聽，而且外國政
府及外國勢力是不可能影響中央政府的有
關決定。

顏汶羽：制裁損人不利己
顏汶羽則針對美國取消香港特殊待遇的做

法補充指，美國作出相關的制裁措施，對美
國自身及美企都沒有好處，因為去年美國最
大的雙邊商品貿易順差額261億美元，便是
來自香港，而且美國對香港的直接投資存量，
在2017年已高達812億美元，可見美國香港
雙方關係緊密而互惠，促請美方停止損人不
利己的無理霸道行徑。

「政中香港人」促勿阻立法
同日，團體「政中香港人」亦到美國駐

港澳總領事館表達了同樣訴求，發言人劉
先生指，世上每個國家都有屬於自己的國
家安全法，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不能
成為例外。
劉先生表示，特別在近期美國本土的示

威浪潮中，華府已用行動告訴全世界，維
護國家安全的工作是刻不容緩，所以呼籲
美方不要再以制裁等手段恐嚇香港人，企
圖阻礙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工作。

民建聯美領館抗議干預港事

港島南區壽臣山壽
山村道37號的物業，
由美國政府於1948年
購入，已持有72年，
用於美國駐港領事館

宿舍，市場對物業估值介乎50億至70
億元，不會售後租回，毋須補地價重
建，發展商亦可申請補地價增加樓
面。
該物業委託美資的世邦魏理仕作獨

家代理招標出售，截標日期為7月31
日正午。世邦魏理仕香港資本市場部
資深董事王國偉昨表示，該物業地盤
面積約 94,796 方呎，可重建面積約
47,397方呎，將以交吉出售，並無指
導價，不會售後租回。
市場消息指，該項目現有宿舍物業

實用面積約45,082方呎，地積比率為
0.5倍，可建面積約47,397方呎，即尚
未用盡地積比率。該項目同時亦可申
請補地價，以地積比率0.75倍重建，
最高可建樓面71,097方呎。有業界人
士指出，該地皮規模不大，料發展商
不用組財團參與，相信熟悉豪宅客源
的發展商，將對該地皮較為有興趣。
項目的地價可參考同區附近價格。

毗鄰該物業的壽山村道39號，最高重
建面積約69,065方呎，於2018年6月
以59.29億元由華潤置地購入，樓面
地價每方呎 85,847 元。壽山村道
16A-D號亦於2018年12月以18.6億元
由中洲集團買入，最高重建面積約
22,398方呎，每方呎樓面地價83,043
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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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表示，
美領館此時賣樓有其政治意義，可

能美國政府認為未來插手香港內部事務
的空間變小、角色淡化，從而需要減少
工作人員。他直言，如果是從事正常的
外交工作和商業活動，社會更加穩定，
則香港更應該值得投資。壽臣山宿舍只
是很小的項目，完全不會影響香港金融
業和房地產界的信心，相信其他國家的
總領館不會跟風賣地。

美領館賣樓難引起動盪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坦言，或許
美國想通過賣樓向外界表達對港區國安
法的不信任，讓外界將變現資產的原因
歸咎於港區國安法。
他續說，不能否認美國領事館賣樓有
炒作的成分，但香港的金融市場非常穩
健，不會因為美國領事館賣樓引起動
盪。他續說，美國政府通過賣掉不動產
套現的做法，是否是要繼續用於部署資

助亂港事件則不得而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分析指，美領

館在港區國安法尚未正式立法時期高調
賣樓，企圖製造並傳遞對香港前景不樂
觀的信息，其實是配合美國政府，壓迫
香港、搞亂香港的做法。
他續說，企圖搞亂香港的外部勢力，

如今想要撤資是不可避免的，但港區國
安法只會針對一小部分人，美國領事館
此次賣樓，不能排除是有人擔心觸犯了
港區國安法的罪名而被制裁。
他續說，在港外資或其他國家的駐港領

事館若跟風賣地，則是非常不明智的做
法，香港擁有內地的巨大市場，和內地對
香港的支持，香港的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直言，不能認
為如今賣樓與港區國安法無關。過去一
年來，在外部勢力的影響下，香港經歷
了許多暴力衝突，許多外部干預的源頭
都指向了美國，如果經常搞亂香港的人
想要離開香港，相信港人亦會無任歡

迎。他續說，美國如果是想要利用賣樓
而炒作對港區國安法的不滿，製造國安
法對經濟的影響，一定不會達到目的。
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服務

董事總經理陳超國認為，不排除出售動
作涉及政治考慮，同時亦可以是出於投
資考慮，樓市現屆高位，出售物業套現
的做法不難理解。不過，最近中資公司
紛於鄰近購入項目，出售物業也有可能
涉及相關考慮。
測量師黃雍盛認為，預計本港樓市會

持續向好，以樓市角度來說看不到要出
售的理由。他說，現在出售如此優質的

物業一般都是「等錢使」，現時美國財
政赤字不斷攀升，此舉有可能是從海外
投資之中調動資金回國，但亦不排除是
配合制裁的動作。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發言人謝漢偉

（Harvey Sernovitz）昨日回覆香港文匯
報記者查詢時表示，出售壽臣山物業是
全球再投資計劃的一部分，美國國務院
海外地產運營局會定期評估美國政府持
有的海外地產，美國國務院已經決定出
售壽臣山地產，同時亦會投資於增強美
國政府在香港擁有的其他資產，包括總
領事館辦公樓。

■周浩鼎、
陳學鋒、顏
汶羽等民建
聯成員到美
國領事館請
願。

■美國政府昨正式招標出售在港持有逾70年的美國駐港領事館宿舍（紅圈），引發
社會關注。圖為壽臣山豪宅。 資料圖片

香港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楊鐵樑
昨日就港區國安法立法發表聲明，
認為主權國家有固有權利為國家安
全立法，原則不容反駁。法律界權
威人士基於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
認同港區國安法立法的合法性、正
當性，代表了法律界對港區國安立
法的理性態度，顯示了對法治的尊
重。對比之下，大律師公會及反對
派議員離開法理法治原則，對港區國
安立法作污名化指責，明顯是出於政
治目的而誤導市民。對於如何立法，
法律界和各界人士可充分表達意見，
只要是基於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的理
性討論，相信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得見
並會吸收合理意見，這樣既能立好
法，也能消除社會上各種疑慮，為立
法打好民意基礎。

楊鐵樑在聲明中指，《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明確規定，任何
此類權利都必須考慮到國家安全的需
要，「儘管有海外評論員表示反對，
但如果他們各自所屬的國家安全受到
破壞，他們將會同樣積極地援引《公
約》的規定，因此，那些反駁及行
為，都是不真誠的。」終審法院前首
席法官李國能在報章撰文指，二十三
條立法是香港憲制責任，但事實上我
們沒有絲毫信心斷言香港能夠在2047
年前立法，在這情況下，同時考慮到
過去數年香港發生的事件，全國人大
授權人大常委會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
法的決定，是可以理解及合理的。

多位法律界權威人士認同港區國安

立法，認同中央對維護國家安全有最
大最終責任，為港區國安立法是中央
事權，合憲合法合情合理，國安立法
並不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這種
表達，展現的是對法治的尊重，是對
大律師公會日前聲明所指「人大無權
自行立法」、「未符合國際公約」等
謬論的理性駁斥。

對於大律師公會指在港設立國安機
構或無王管、司法機構或被指示如何
判決等指責，楊鐵樑直指，目前對於
國安法如何草擬和頒布、安全問題如
何處理尚未清楚，認為揣測可能發生
或不會發生的事，並無益處。對比楊
鐵樑大法官的表述和大律師公會的聲
明，可見大律師公會完全離開了法治
精神和法治原則，是對港區國安立法
的污名化指責，明顯是為了政治目的
而刻意製造公眾恐懼擔憂。

對於如何進行國安立法，李國能提
出須符合普通法的多項關鍵原則；楊
鐵樑表示，對「無罪推定、公平審訊
權、司法獨立」等普通法核心表示關
切，從最近的新聞報道中欣悉，這些
價值在制訂有關法例時是受到尊重
的，強調「真誠和信任是活在這個大
時代的重要元素」。這些立法建議和
關切，是基於法治原則的理性討論，
正是中央大力希望的。包括法律界在
內的各界人士，都可以、也應該對如
何立法表達自己的意見，只要是理性
的討論，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得見，相
信也會對符合立法本義的各種意見加
以吸收。

尊重法治理性討論 充分表達釋除疑慮
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員殘忍虐殺引發

的大規模抗議及暴亂已持續一周，全美仍有至少
140個城市有示威，21個州出動國民警衛軍，美國
總統特朗普聲言會出動軍隊平亂。美國今次50年來
最大的暴亂，令人看到美國冰凍三尺的種族歧視等
社會矛盾，亦看到美國警方執法的真實狀況，更看
到特朗普政府的應對失當，令所謂美式民主由神壇
跌落凡塵。在本港，修例風波中不遺餘力抹黑警方
執法為「警暴」，等待美國「打救」香港的反對派
政客和媒體，在美國這場動亂中集體失語。無知不
是罪，有錯不認就是罪過。面對殘酷的真相，香港
部分市民有必要深刻反省對美式民主的迷信，反思
自己對香港黑暴的態度，修正自己對法治、自由和
正義的認知。

這一場因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浪潮及暴亂，
迅速蔓延美國全境並持續惡化，多個城市在政府宣
布宵禁後繼續有民眾上街遊行，之後更有人實施縱
火、搶掠。警民衝突引發的傷亡愈發嚴重，不僅記
者遭受暴力對待，5名警員被槍傷，更有至少一名
男子在清場期間中槍身亡。這場抗議及暴亂的起因
是一起極其嚴重的種族主義虐殺事件，涉事白人警
員被控三級謀殺。事件說明美國的種族主義問題一
直深重且從未得到有效解決，並在特朗普任內愈發
激化。美國社會的真相和大眾生活，其實與其對外
塑造、外界對其認知的自由、民主、平等、公義的
社會，有很大落差。

部分示威者訴諸暴力的行為，當然是不能鼓勵
縱容、寬恕的，因為暴力就是暴力。但與此同
時，我們更要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應對這場全
國暴亂的方法完全失敗。特朗普政府沒有從一開
始就將示威者和暴徒區別開來，特朗普在每次講
話中不是嘗試承認現實的深層次社會問題和努力
團結國民，而是不斷地形容示威者是「恐怖分
子」，將國內狀態形容為「戰爭」，一味威脅出

動軍隊強硬結束亂局。這些處理手段完全無助於
平息局勢，相反只會不斷火上加油。特朗普當地
時間1日視察白宮附近被破壞的教堂，還大喊什麼
「美國是世上最強大國家」等口號，這些口號只
是特朗普為選舉而塑造個人形象的政治操作，完
全無助於平復當前局勢。特朗普政府荒腔走板的
應對手段，深刻揭露了所謂美式民主的真相，當
面對憤怒的人民，他們考慮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利
益，與真正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馳。

去年6月起的本港修例風波中，一小撮反中亂港
者在境外勢力的慫恿和唆擺下，綁架部分示威者的
訴求，實施黑色暴力，令本港遭受慘重破壞。本港
警方一直保持最大克制，從未像美國警方、國民警
衛軍般使用強大鎮暴武力。但即使如此，反對派政
客仍然不斷攻擊特區政府和警方，無端塑造美式民
主神話，甚至出國哀求美國干涉香港內部事務。似
乎在反對派政客眼中，美國就是文明、民主的象
徵。但為何面對過去一星期的美國事態，這些反對
派政客和媒體都紛紛噤聲，不敢批評其「美國爸
爸」的行徑呢？

其實，只要冷靜分析就能明白，這些政棍本來就
是一貫秉持雙重標準，本來就只是將美式民主作為
勾連美國西方干預的藉口，作為達成自己政治利益
的手段。但也要看到，還有一部分原來膜拜美式民
主、其實對美式民主不甚了了的人，確實被美國這
些天的現實震撼了，震撼到泡影幻滅、不知所措。
確實，只要願意面對事實、秉持客觀理性的人，必
然會被特朗普政府處理示威及暴亂的手法所震動，
認識到所謂美式民主只不過是一個一廂情願的神
話。希望這部分香港市民冷靜下來，深切反思過去
一年來對香港街頭黑暴的認識，檢討對所謂「黑
警」、「警暴」的無端指責，不要人云亦云；更要
認識到，特朗普救不了自己，更不能妄想他「救」
香港。

暴亂真相面前 迷信美式民主的人該醒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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