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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罷公投」
得啖笑 拿學生當政治犧牲品

港區國安法預料最快月內通過實施，所謂「二
百萬三罷工會聯合陣線」宣布，將於本月 14 日發
動全港首次罷工公投，目標是有 6 萬名會員投票，
而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亦會於6月14日進行罷課投
票，目標為取得至少 1 萬名中學生參與。倘六成投
票者支持罷工，將分兩階段罷工，表達反對港區
國安法立法云云。有資深工會老友對自明說：
「所謂『罷工公投』的數目無人監督審核，全部

由攬炒派自己話事，要幾多有幾多，根本自欺欺
人，不過是攬炒派撒豆成兵的稻草人。攬炒派騎
劫中學生，騎劫市民，犧牲年輕人及市民的利
益，不過藉『三罷』重演去年的暴力衝擊。但攬
炒派改變不了的事實，是反對國安法不得人心，
『香港各界撐國安立法聯合陣線』早前發起的
『撐國家安全立法』簽名行動，短短一個星期共
收到近 300 萬個簽名，充分反映市民支持港區國安
法的心聲。」
老友話，攬炒派再次策動所謂「三罷」，不過
是故伎重施。在修例風波中，攬炒派一直視「三
罷」為要挾政府的武器，去年在不同界別尤其是
航空界、公共交通以至醫護界等，都企圖發動罷
工，原因是這些界別關係社會民生，牽一髮而動
全身，只要成功策動罷工，將對特區政府及香港
社會造成很大衝擊。「然而，攬炒派的圖謀始終

沒有得逞，結果攬炒派惱羞成怒，通過發動大規
模黑暴攬炒，到處破壞交通迫使市民不能返工，
變相達到『三罷』效果，結果市民忍無可忍，黑
暴攬炒喪盡人心，不得不有所收斂。攬炒派此次
企圖讓黑暴攬炒捲土重來，完全是與民為敵。」
老友憤然表示。
「基本法和香港法律體系並沒有『公投』制
度，所謂『公投』既無憲制基礎，亦無法律效
力。香港特區的一切權力都由中央授予，根本不
能用『公投』來挑戰中央權力和國家主權，亦不
能挑戰特區依法管治。」老友說，國際法亦禁止
以任何理由用「公投」方式損害一個國家的主
權，為了防止一個國家某個地區或某部分人利用
「公投」進行別有用心的活動，1993 年聯合國人
權世界會議的宣言指出：「自決的定義，不得被
解釋為授權或鼓勵任何行為，去部分或完全分解

或損害主權獨立國家的領土完整及政治統一的行
為。」
老友直指，所謂「三罷」明顯是利用學生達到
政治目的，透過各種方式利用學校作為表達政治
訴求的場地，更故意誤導甚至煽動學生、尤其是
中小學生參與危害社會的所謂「罷工罷課公
投」，全社會都應與其劃清界線。老友強調：
「攬炒派圖謀藉所謂『三罷』重演去年的黑暴衝
擊，青少年正是黑暴衝擊的犧牲品，很多年輕人
因參與違法暴力而被拘捕及判處監禁，人生留下
難以抹去的污點。家長和老師應勸喻學生絕不應
參與罷課，阻止政
治歪風入侵校園、
荼毒學生。」

國安立法保港金融中心地位
港島聯辦宣講分享會 冀盡快完成立法並實施

精神暨香港國家安全立法宣講分享會。
與會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均表
示，現時黑暴令香港市民幾乎失去了言
論自由，眾多行私刑所謂「私了」案
■香港島各
界聯合會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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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就證明了這點。而日前美國恐嚇制
裁香港，更說明有必要訂立港區國安
法。他們也指出，港區國安法立法不只
是保護市民的人身安全，更是維繫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必要保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葉國謙：堵塞國安漏洞
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表示，此次兩會
通過港區國安法草案，將根據包括禁止
分裂國家等四個範圍進行具體立法。現
時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對香港十分
困難，因此由中央出手。綜合早前的簽
名調查，發現大部分市民都表示支持。
他表示，港區國安法是用於穩定社會
環境，堵塞國家安全漏洞，因此應盡快
完成立法並在港實施。而在執法方面，
不僅要成立相應的執法部門，也需強化
政府執法能力。

蔡毅：不損金融貨幣穩定
全國人大代表蔡毅指，保持香港
「一國兩制」是國家的一項決策，不

過，從去年下半年到現在，黑暴和攬
炒搞得社會民不聊生。這次國家就港
區國安法立法，目的是保障香港經濟
的長遠發展，及保障香港市民的安居
樂業。
他強調，制定港區國安法對香港長
遠來說是有利的，相信立法不會影響
香港金融和貨幣穩定。

心，而言論自由也將繼續保障。
對於有人擔心香港國際地位會否受到
港區國安法影響，蘇長榮反問，若香港
持續被分裂分子破壞，社會充斥恐怖行
動，被外國干預，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會不會繼續？而反觀世界其他
金融中心如紐約、東京等，自身都有安
全法保護其健康的社會環境。

蘇長榮：和人權無矛盾

周厚立：合法合情合理

全國政協委員蘇長榮強調，港區國
安法和人權無任何矛盾，訂立此法主
要是處理顛覆國家等罪行，普通市民
毋須擔心。
對於有年輕人表示，訂立港區國安法
會否影響經濟就業問題，他說，只要不
涉及法案所包含的四個範圍，就毋須擔

全國政協委員周厚立表示，因香港
自身訂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困難
重重，再加上自修例風波以來，「港
獨」和本土分裂分子在港暴衝「攬
炒」，嚴重影響民生發展和國家安
全，因此訂立港區國安法是無可爭
議，合法、合情、合理的，也是當下

最可行的方法，同時對「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也具有重要意義。

馮丹藜：只針對
「港獨」
分子
全國政協委員馮丹藜表示，「港
獨」分子的目的是要把香港從中國分
裂出去，這個目的非常明確，也非常
險惡。因此，港區國安法主要針對的
是「港獨」分子等少數人。

劉林籲理性理解立法
出席大會的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
劉林表示，國家的發展進步和香港的
穩定繁榮有着密切關係，因此通過準
確把握中央的大政方針，才能令「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呼籲大家理性理
解此次港區國安法立法行為。

遇襲律師挺立法：「定海神針」鎮黑暴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昨日舉行全國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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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受害者陳子遷律師昨日亦
有出席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的活
動。他發言指，因為見到有人打
爛商店和堵路，感到憤怒下「鬧
咗兩句」，隨即遭黑暴圍毆。他
強調，在現時黑暴肆虐的情況下，港區國安法
起到「定海神針」作用，有必要立即立法。
上月底，陳子遷路經銅鑼灣時代廣場附近，
看到有示威者堵路和破壞商戶櫥窗，上前「鬧
咗兩句」，隨即遭一群暴徒圍毆。
他昨日講述當天遇襲經過，指自己沒想到遭
受襲擊，只是感到「好驚」，亦感到對不起家
人。他又展示當天受傷的頭、臉、下巴、手臂
等傷口，稱「皮外傷正康復中」，但特別擔心
自己頭部受傷，未知會否留有後遺症。
對於這次事件，他認為「年輕人都好無辜，
可能受刺激嗰樣那樣」，希望他們不要衝動行
事。
陳子遷認為，本港自去年 6 月修例風波示威
大亂後要有大治，相信港區國安法能幫助治理
香港，回復繁榮穩定。他又指，作為律師，自
己關注如何制定國安法的執行機制。

$

美「制裁」影響有限「財氣」
「人氣」續聚港
全國人大會議通過訂立
港區國安法的決定，美國
4BZ 卻提出所謂的制裁措施，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批
評美國意圖干擾港區國安
法的立法，但重申美國的做法實際影響非常
有限。他強調任何衝擊香港金融制度的手
段，將會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金融市場帶
來震盪，而港府對未來繼續匯聚「財氣」和「人
氣」
充滿信心和樂觀。



財爺：衝擊港金融必全球震盪
陳茂波在網誌撰文指出，香港是全球第三
大美元外匯交易中心，為不少亞太區甚至國

際企業提供各種投資、財富管理、貿易和結
算服務，與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緊密相連。
對於有人提出假設性問題，例如最極端情況
下香港被限制使用美元或美元結算系統，陳
茂波則指出，任何衝擊香港金融制度的手
段，會對全球金融市場帶來極大震盪，甚至
削弱國際市場對使用美元及持有美國金融資
產的信心，這類極端措施對美國本身而言也
是風險極高，大家毋須過分猜測，特區政府
亦會謹慎應對。
他續說，若有人認為港區國安立法或會導
致人才外流，將影響香港競爭國際人才，這
種想法無疑是過慮，因為事實上，全球其他
國際金融中心都有其保護國家安全的法例，

香港現在的做法無異於其他市場。
他補充，要吸引人才，最重要的是發展機
會和發揮空間，和一個自由、安全、穩定的
社會環境，才可以讓人安居樂業。
陳茂波又認為，本港股票市場正面臨「從
量變帶動質變」的提升過程，因中美角力及
全球保護主義抬頭，環球企業將面臨地緣政
治風險增加，尤其境外上市的中資企業，面
對許多政治上的不確定性，需要管理風險，
如去年阿里巴巴回歸香港市場掛牌，今年相
繼又有大型中資科網企業決定到港第二上
市，因此推測內地企業可能更優先考慮本港
為集資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市民再赴總領館外抗議美干港事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粗暴干預港區國安法立
法激發市民憤怒，連日來有市民自發到美國
駐港總領事館外抗議。他們強調港區國安法
立法是民心所向，美國無權說三道四。
昨早，有葵青居民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
抗議。他們手持「強烈抗議美國干預香港事
務」的橫幅，高呼「美國霸權 流氓行徑」、
「中國內政美國無權說三道四」的口號。
民建聯葵青區社區主任伍志華表示，香港
事務屬於中國內政，任何政府均無權干預。
他促請美國先處理好自己國家多個州爆發的
反警暴示威活動等事，別干預香港事務。參

與示威的陳先生稱，香港自修例風波以來被
黑暴籠罩，遵紀守法的市民生活受嚴重影
響，香港已成為國家安全的風險口，港區國
安法的制定是為了幫助香港止暴制亂，美國
橫加干預的行為盡現卑鄙無恥。
同日下午，亦有一批市民沿花園道遊行至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抗議，其間高呼「打倒
美國霸權」等口號。黃先生稱，美國設有二
十多條國家安全法，且執法權非常之大，刑
罰極重，如今美國對港區國安法作出批評，
徹底暴露其雙重標準。
黃先生認為，此次美國氣急敗壞威脅制裁

■葵青各界人士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抗議。
香港，恰恰證明美國就是干預香港事務的幕
後黑手。他認為，美國關心的不是香港的前
途，只是一心想將香港當成遏制中國發展的
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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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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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津港商撐立法：有責護先輩果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
道）為支持國家重大決定和特區政府
嚴正執法，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天
津分會舉行簽名活動，力挺港區國安
法立法。天津分會會長楊亮賢在致辭
中表示，自去年在香港發生的社會動
盪不安，嚴重影響香港人的正常生
活。「我們都有責任去保護先輩們種
下的果實，希望香港能回復到以前的
穩定繁榮，因此我們商會同仁都支持
港區國安法。」
楊亮賢表示，一個地方是否值得投
資和作可持續性的發展，社會穩定是
第一條件。相比其他國家林林總總的
安全法例，港區國安法立法只是給香
港的開放大門加上一道防盜鏈，預防
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
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
港事務。
他認為，今日香港的繁榮，是從先

輩們開始，一點一滴累積下來的，現
在有某些團體或個人在破壞香港這個
大家庭，破壞香港的穩定，反對港區
國安法，必須要受到懲罰。
他又指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天津
地區同仁均支持訂立國安法例，保障
香港社會穩定，重振商業經濟，提供
更好的營商環境，市民能夠安居樂
業，更好地實踐「一國兩制」。

港商：痛恨暴徒無恥惡行
簽名活動現場，不少港商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從剛開始的和
平遊行到今天大肆破壞道路，殘暴毆
打不同政見者、燒國旗等惡行，不僅
讓我們痛恨暴徒的無恥行為，更讓我
們見識了少數西方國家的真實嘴臉，
尤其是他們那套滿口人權至上，利用
民主和自由的泛義，在別人家園製造
內部撕裂，色彩繽紛的「顏色革
命」，然後扮演救世主的醜惡嘴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