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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提所謂「自治法」誘港人做炮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港
區國安法勢在必行，英美聲稱要對香
港進行「制裁」或「保護」，以「保
護」他們在港的「代理人」。美國共
和黨聯邦眾議員約霍（Ted Yoho）
日前提出所謂《香港自治法》
（Hong Kong Autonomy Act）；英
國政府則稱正着手研究如何給予1997
年後出生、沒有BNO的香港年輕人
更多「保護」。港區人大代表昨日篤
爆指，這些政治手段都是英美在推港
人做炮灰時的「甜言蜜語」，英國不
可能真正接納港人，美國的「制裁」
更會使港美兩敗俱傷，呼籲香港市民
認清現實，明白只有國家安全，個人
發展才能有保障。
約霍與美國民主黨眾議員謝爾曼
（Brad Sherman）制訂的所謂《香港
自治法》，是要求美國行政當局對
「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
的香港個人及公司，以及支持港區國
安法的人實施「金融制裁」。他近日
在美東時間周三（6月3日）舉行的
一個歐美及香港多地同步進行的網上
研討會上聲言，該法案將會在參眾兩

院獲「迅速通過」。
於上月提出《香港法案》（Hong
Kong Bill 2019-21）、建議讓英國國
民海外護照（BNO）持有人享有英國
居留及工作權利的英國議會議員卡邁
克爾（Alistair Carmichael），在會上
聲稱目前在香港「最受威脅」的一群
年輕人，多數是在1997年後出生，並
不持有BNO，為此他們亦正着手研
究如何給予這群年輕人更多保護，並
會與英國政府商討如何讓他們「安全
地」或「秘密地」到英國。

為達政治利益的政治手段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直指，英
美的「保護」或「制裁」，完全是為
達到政治利益的政治手段，正因為香
港仍有向英美搖尾乞憐者以及他們在
港的所謂「代理人」，他們才擺出姿
態，但香港市民要看清楚這些「承諾」
能否兌現。事實上，如果這些「措施」
會對英美與中國的長期合作產生影響，
則會因小失大，該國國民經濟亦會受
損，相信這只是在「出口術」。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說：「在推

別人做炮灰時，當然要用甜言蜜語來
引誘。」英國領導人有句名言：「英
國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
人，只有永遠的利益。」
他指出，香港回歸前，英國第一時

間將BNO改為旅遊證件，如今更不
可能真正接納、擁抱香港的棋子和炮
灰。歷史上美國也曾封鎖中國，後來
卻再回到中國大量投資。國際關係要
靠實力說話，只要大家團結一致、有
自信、堅持到底，再大的困難都可以
克服，他呼籲香港市民清楚認識現
狀，明白只有自己的國家才會真正保
護本國國民。

更突顯立法緊迫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狠批所謂

《香港自治法》是「狗急跳牆」，而
美國對香港的制裁只會令港美兩敗俱
傷。另一方面，如今在英國找工作相
當困難，潛逃台灣地區的所謂「義
士」生活亦十分痛苦，與在香港的生
活天差地別，相信香港市民不會被英
美的「措施」蒙蔽，英美的大力反
對，就更突顯港區國安法的緊迫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綜合報道）
針對英國首相約翰遜聲言會改變港人持
BNO進入英國的限制，甚至以此「賦予」
港人英國居留權，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公使陳
雯本周五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廣播四
台「午間世界新聞」欄目在線直播採訪時強
調，若英國政府准予近400萬香港人部分英
國公民身份，將違背《中英聯合聲明》中所
作承諾，也違反英國信守的不干涉他國內政
的國際法準則，這一錯誤決定，將損害香港
穩定，背離英國承諾，同時也將損害中英雙
邊關係，英國勢為此舉付出代價。
針對有外國政客指稱港區國家安全立法

是中央政府「強加」給香港的說法，陳雯在
訪問中表示，這種說法並非事實。首先，對
於任何國家而言，國家安全立法都屬於中央
政府事權，英國如此、美國如此，中國也是
如此。第二，鑑於香港去年下半年發生的事
態，國家安全立法十分必要、刻不容緩。
她說，中國4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的一條

重要經驗就是，穩定與安全是發展繁榮的前
提，沒有穩定和安全，發展就無從談起。香
港發生的事情再次證明，要確保香港的安
全，就必須彌補法律漏洞，這就是國家安全
立法的目的，並重申該法針對的只是那些分
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以及勾結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犯
罪分子，將使香港變得更穩定、更安全、更
繁榮。這是一項好法律，外界不要草率下結
論。

英必須放棄「殖民心態」
針對英國政府稱如果實施港區國家安全

法，英國將准予近400萬香港人部分英國公

民身份，陳雯強調，英國必須放棄「殖民心
態」，立即停止一切干預香港事務的行為。

錯誤的決定 損香港穩定
她引述英國外相拉布（藍韜文）於2019

年9月26日在英國議會下院上表示，英國國
民（海外）護照（BNO）的地位問題是
《中英聯合聲明》的一部分，護照持有者沒
有在英永久居留權，英國也不想改變現狀，
強調在香港回歸前，中英雙方已經就BNO
問題達成協議，英方如果改變立場，就違背
了《中英聯合聲明》中所作承諾，也違反了
英國信守的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國際法準則，
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將損害香港穩定，背
離英國承諾，同時也將損害中英雙邊關係。
她強調，於香港出生的香港人都是中國公
民，英方允許港人取得公民權將會付出代
價。
針對彭定康聲稱中國以「黑幫式」霸凌
手段強迫滙豐集團支持港區國家安全立法的
提問，陳雯批評，這種說法是無中生有。滙
豐集團以及很多在港大公司都意識到，如果
香港繼續亂下去，就無法開展正常商業活
動，這不僅將損害他們的利益，也將損害香
港的穩定與繁榮。我們對滙豐集團的決定表
示歡迎。
她強調，香港國安立法的決定在中國十三

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表決通過後，與會代
表們長時間鼓掌。此後短短8天內，近300萬
名香港市民連署簽名支持港區國家安全立
法，這是因為他們痛斥暴力，期盼和平、安
全、穩定的生活，這才是港人的真實願望、
真正心聲。希望英國政客們能夠認真聽取香
港民眾和商界的真實呼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多名青年昨日到英
國駐港總領事館請願，當眾撕毁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BNO）護照，譴責英國政客賣弄政治伎
倆，干預中國內政。
英國外相藍韜文近日聲稱考慮放寬BNO護照的

簽證權利，有英國政客更稱延長逗留期限是為港人
取得英國公民身份鋪路。林宇星、高松傑、石房有
等多名青年昨日自發到英國駐港總領事館請願，更
當眾撕毁BNO護照，譴責英國政客強推BNO護照
和鼓勵香港市民續領。
林宇星表示，英國此舉變相干預中國內政，對
此表示強烈譴責，並認為措施並不實惠，只是賣弄
政治伎倆之舉，毫無實際幫助，更損害港人國民身
份自豪感。高松傑則強調，英國絕無權利干預香港
的情況，不應耍政治伎倆作無謂之舉。

網上發起持「我係中國人」標語拍照

他們並在網上發起我是中國人challenge，鼓勵
大家手持「我係中國人」標語拍照。「希望大家公
開表態支持『一國兩制』，支持港區國安法立法，
承諾只會持有香港特區護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全國人
大通過港區國安法的立法決定後，美國
聲言會有所謂「制裁」行動。有市民團
體昨日先後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
嚴厲譴責美國政府高官公開反對中國制
定港區國安法，要求美方尊重中國的國
家主權和安全，及收回有關言論。
兩批市民昨日先後到美國領事館門
外舉行集會，有人高舉標語，高呼
「維護國家主權天經地義」、「外國
勢力無理干預可恥」等口號，並將請

願信交予領事館職員。
活動召集人、「公民力量」社區主

任陳志豪表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絕對有責任和權利維護國家的主
權和安全，不能夠成為國家安全的缺
口，所以中央政府制定港區國安法有
現實需要，合憲合法，是國家的正當
權力和責任。

勿低估中國維護主權決心
他希望美國能尊重中國的主權和國

家安全、尊重「一國兩制」，停止干
預港區國安法的立法，更不要低估中
國維護主權和安全的決心。
民間團體「國安法關注組」隨後到

場抗議。市民陸先生批評，以美國為
首的外國勢力一直對香港事務說三道
四，目的就是通過抹黑在香港製造暴
亂，妄圖藉以令中央難堪，但這些言
行終歸是不得人心，更不可能動搖中
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他們奉勸美
國停止一切干預，否則將自食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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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青年撕毀BNO 責英干中國內政

■多名青年撕毀BNO護照，抗議英國強推BNO，
以此干預中國內政。

美干預國安立法 市民促收回言論

■市民要求美國尊重中國的主權及國家安全問題。 ■「國安法關注組」促請美國停止干擾港區國安立法。

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表

示，「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的政治立場包含「分離主

義傾向」，這與德國政府的對華方針不符。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在facebook轉發馬斯言論，直言「這是德國外長

十分清晰的立場，也是十分有針對性的講話」、「黃之鋒

可以休矣」。香港政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反分裂是全世界的潮

流和共識，可見黃之鋒的國際「市場」必定會愈來愈小，馬斯的表態亦體現了港

區國安法的必要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梁振英：立場清晰有針對性
政界：反分裂世界潮流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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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斯於去年9月與到德國「演說」的黃
之鋒在柏林國會大廈合影及「會

談」。黃之鋒其後稱，自己當時「敦請」
德國政府明確向「北京」表態，支持香港
落實普選，及反對香港特區政府引用《緊
急法》「斷送香港自治」，而他「感受
到」對方對港人「爭取自由」的肯定。中
國外交部其後回應說，對德方允許香港分
裂分子入境並從事反華分裂活動表示強烈
不滿和堅決反對，及提出嚴正交涉。
馬斯近日在接受德國傳媒訪問時，被問及

德國會否如黃之鋒所呼籲的，就港區國安法
立法推出對華的制裁措施時表示，黃之鋒的
政治立場包含了「分離主義傾向」，與德國
政府的對華方針不符，並強調維護歐盟與中
國的對話平台十分重要，而強硬措施會導致
對話受阻，長遠而言是不智的。
梁振英在fb發帖指，馬斯的表態是「十

分清晰的立場，也是十分有針對性的講
話」、「黃之鋒可以休矣」。

叛國者永遠沒有好下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直言，叛國者永
遠沒有好下場，外部勢力永遠會以自己利
益為先，古今中外被外國扶植的漢奸，沒
有價值之後都會被一腳踢開，黃之鋒之流
也不例外。
他指出，如今國際關係要遵守共同的價

值，抵制分裂勢力亦是所有主權國家的共
識，且中國已經展示了維護國家統一的信
心和決心，如果傷害到國家安全和香港的
未來，更完全沒有商量的餘地。德國是非
常務實的國家，馬斯這類的政客，根本不

會為了招攬叛國者，而跟中國「翻臉」。

「新生代漢奸」國際「市場」愈來愈小
「23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對德國外長

回歸互不干涉內政和反對國家分裂的國際
原則表示肯定，認為這符合德國的政治路
線，顯示黃之鋒這些「新生代漢奸」在國
際上的「市場」將愈來愈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強調，分裂主
義不會被全世界人民接受，維護國家統
一、反對分裂是全世界的共識和潮流。德

國此前經歷了東、西德的分裂，因此在反
對分離主義傾向方面，與中國立場一致，
德國外長馬斯也是基於這一原因，拒絕跟
黃之鋒沆瀣一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直言，馬斯的
言論體現了港區國安法的必要性，修例風
波中香港警察的包容、忍耐，全世界都有
目共睹，相信德國外長是「良心發現」，
與黃之鋒切割。她強調，修例風波期間，
國家安全已受到嚴重威脅，國家是在迫不
得已的情況下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