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A7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黃健恆

20202020年年77月月55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0年7月5日（星期日）

2020年7月5日（星期日）

加拿大於7月3日宣布，

會暫停與香港之間的引渡協

議，及禁止出口敏感軍用品

到香港等。中國駐加拿大使

館發言人發表談話指出，中

方對加方所為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強調加拿

大等個別西方國家出台任何錯誤舉措都絕不會影響

香港國安法實施，其借涉港問題對華施壓完全是逆

潮流而動，無異於蚍蜉撼樹、螳臂當車，絕不會得

逞。

「香港
市 民 關
注 組 」

一行人昨日到金鐘政總集會，表示香港事務純
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預。他們強
烈要求特區政府限制干預香港事務的美國官員
入境，以對等回應美國就香港問題對中國官員
實施簽證限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促 限 美 官 入 境

外交部：借港對華施壓定不得逞
堅決反對加方錯誤舉措 強調絕不影響國安法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在
接受電台訪問時批評，加拿大的做
法將大大打擊兩地法治，或違反國
際法的基本原則。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亦批評，加拿大的做法是政治凌
駕法律，需要向國際社會解釋為何
容許罪犯逍遙法外。
針對加拿大日前宣布的所謂「制

裁」措施，鄭若驊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批評，加拿大的做法是干預中國
內政，大大打擊兩地法治，或違反
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她對此感極度
失望及遺憾。
被問到香港國安法第三十八條適

用於外國的規定，鄭若驊解釋，不
少國家及地區都有相關法例，罰則
甚至更嚴厲，如美國的域外管轄
法。若香港無法律懲罰外國人在外
國做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是講不過
去的。
李家超則表示，香港和加拿大目

前平均每年移交一兩名逃犯，倘加
拿大擔心有「特工」被捕是可以理
解的，但移交逃犯是針對一般罪
行，希望加拿大不要忘記其國際責
任，又強調雙方需有機制處理嚴重
案件，以保護雙方治安。

香港文匯報訊 加拿大安大略省前國際貿易廳
廳長陳國治7月3日在多倫多接受中新社記者採
訪時表示，相信剛剛頒布施行的香港國安法不
但可為香港帶來穩定局面，還將產生多方面裨
益，而香港今後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應該做的
事。
陳國治表示，無論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

家，國家安全法規都極為重要，必不可缺。一
個國家或地區缺乏安全體系，就可能由興轉
衰，甚至滅亡，對西方國家和其他國家均是如
此。
他認為，此次立法將肅清香港持續擾攘的動
盪局面。穩定才能讓香港擺脫負面影響，繼續
前行。同時，此次立法可作為多功能策略，對
香港各領域、各方面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陳國治看來，香港被包括西方在內的很多
國家視作與中國內地進行貿易等往來的通道。
同時，香港助力中國內地發展，融合程度日
增。發揮好香港國安法的多方面功用，將有利
於香港未來的發展。
陳國治坦言，香港國安法施行後，香港社會
有一個適應問題。他期望香港民眾了解，此次
立法的出發點和目的是要讓香港能夠跳出困
境，回到正軌，令香港自身在金融、旅遊等領
域的經濟優勢及其對於中國內地的角色意義得
以深化。

談及香港國安法今後的執行，陳國治認為，
務必賞罰分明，令法律邊界相當明晰。「要讓
世人知道，我們希望香港穩定、和諧，」他
說，「因為對於動盪的社會而言，前進的機會
是沒有的。」
對於國際社會的各種聲音，陳國治說，香港
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明白「自己的目
標在哪裏，何時可以達到」。

「一國兩制」需不停深化發展
曾在香港度過童年和青少年時光的陳國治

說，回顧香港、澳門回歸之後的發展，「一國
兩制」是一個成功、有效的制度，「我對它當
然有信心。」
陳國治說，「一國兩制」的道路上當然會有

崎嶇之處，但最重要的是，抓住強項，不停深
化發展；面對短板，則應加速去改善。
他表示，經過改革開放，中國內地已形成不
少香港的「競爭對手」，諸如上海、廈門、海
南、珠海、廣州。但回歸23年以來，香港在多
項國際評估中仍保持着有相當優勢的高質素地
位，亦仍可在某些方面作為中國內地發展的借
鏡。
「有中國內地作香港的後盾，有全世界其他
區域作為香港深化發展的目標，對『一國兩
制』的前景應該充滿信心。」陳國治說。

加拿大外長商鵬飛在聲明中稱，加拿大與國際社會站在同
一陣線，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實施

香港國安法「深表憂慮」，稱該法律並沒有經過諮詢香港立
法、司法機構或民眾下「秘密通過」，「違反國際協定。」
他聲言，事件反映中國政府「無視」基本法及《中英聯合聲

明》承諾「一國兩制」下高度自治的承諾，加拿大要重新評估
目前與香港之間的協定，並宣布加方即時會視出口敏感物資到
香港，與出口到中國內地無異，及禁止向香港輸出敏感軍事用
品，和中止加港引渡條約。
就英國宣布會給予香港BNO持有人5年居留英權，最終可申
請成為當地公民的措施，澳洲亦聲言正積極考慮為香港人提供
「避風港」，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同日在會見記者重申加方採取
的措施時，聲稱加拿大正考慮包括移民政策的措施，進行類似
的工作。

重申港事務不容外力干預
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發言人當地時間7月3日在渥太華再度就
加方涉港錯誤言行發表談話指出，加拿大領導人和外長當天分
別公開就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國安法妄加評論，並宣
布加方不允許對香港出口敏感軍品、中止加港引渡條約等措
施。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發言人強調，加拿大
等個別西方國家出台任何錯誤舉措都絕不會影響香港國安法實
施。
發言人重申，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預。香港國安法旨在維護中國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保障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確
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針對的只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
全的行為和活動，得到廣大香港居民廣泛擁護和國際社會絕大
多數成員的理解與支持。
發言人說，中方敦促加方切實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立即糾正錯誤做法，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以免
進一步損害中加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愛爾蘭外交貿易部網站7月1日發布
有關聲明，就香港國安立法對中方進行無端指責，中國駐
愛爾蘭大使館於7月3日發表聲明表示，中方對此強烈不滿
和堅決反對。
中國駐愛爾蘭大使館在聲明中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是一

國主權範圍內的應有之事。中方訂立並實施香港國安法，
符合中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完全合法而且及時必要。香
港國安法針對的是危害香港及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將為
香港提供更加安全、穩定的環境，依法保障「一國兩制」
在港行穩致遠，使香港民眾在更加安全的環境裏更好地依
法行使權利和自由。
中方已一再清楚表明，任何國家都不能將其在香港的利

益凌駕於中國主權與安全利益和香港的和平、安寧與繁榮
之上。同愛爾蘭人民一樣，中國人民包括香港人民也絕不
會再吞下遭受外來壓迫、國家分裂的苦果。
中方期待與愛方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
原則，共同推動中愛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何向東：立法懲治極少數人
同日，中國駐愛爾蘭大使何向東接受愛爾蘭國家廣播公

司「早安愛爾蘭」電台節目直播採訪時，就香港國安立法
問題闡釋中方立場。
何向東表示，就國家安全立法完全屬一國主權。香港基
本法要求香港特區就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但並未改變該立
法權仍屬於中央事權的屬性。由於反中亂港分子抵制破
壞，香港回歸祖國23年來遲遲未能完成相關立法，造成香
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出現巨大法制漏洞。中國全國人大
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從國家層面進行香港國安立法，既是
為了切實維護中國的主權與安全利益，也是為了保障「一
國兩制」在港順利實施，維護香港的法制、民主、自由與
繁榮。
何向東強調，包括愛爾蘭在內的任何國家，都不會允許
在其領土上發生危害本國國家安全的行為。近年來，「港
獨」等反中亂港勢力與外部勢力加緊勾結，導致香港暴恐
活動猖獗，嚴重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嚴重威脅香港繁榮穩
定和香港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香港國安立法刻不容緩、
非常必要。
何向東指出，那些把香港國安立法與民主自由權利對立

起來的說法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回歸祖國以來，香港充分
享有集會、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各種遊行集會年年有、
月月有甚至天天有。香港國安立法不是要限制香港人民的
言論、和平集會等自由，而是為了懲治極少數危害國家安
全的犯罪行為。今後，香港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不僅不會
受到影響，只會依法得到更有力的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駐美國大使
崔天凱7月3日在網絡社交媒體上
以視頻談話方式，用數字一到九介
紹近期審議通過的香港國安法。
「一和二」即「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仍將是香港治理的基
本方針。這次立法是「一國兩制」
實踐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為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強
大制度保障。
「三」指的是三百萬香港市民。
香港「撐國安立法」聯合陣線在5
月下旬發起簽名活動，短短8天內
近三百萬市民通過街站簽名或網絡
聯署支持立法，反映出這是人心所
向，勢在必行。
「四」是指這部法律規定的四類

罪行和處罰，即分裂國家罪、顛覆
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勾結外
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也就是說這部法有嚴格界定的針對
性。它在禁止上述犯罪行為的同
時，將保護香港法治和香港人民的
合法權利和自由。
「五」是指五十年不變。香港基
本法規定，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
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這部法律將更好地給予保障，而不
是改變這一點。
「六」代表香港國安法的六章、

六十六條。這部法律共六章六十六
條，建議全面認真研究解讀，避免
誤解誤判或被誤導。
「七和八」指的是七百多萬香港

居民和八萬多居港的美國公民。這
部法律將推動香港由亂而治，有利
於七百多萬香港居民的福祉，也有
利於八萬多居住在香港的美國公民
的安寧生活。
「九」是指「九九歸一」，崔

天凱說，中文裏這個說法講的是
事情總還要回到根本上來。這次
立法是一次回歸本源。香港是中
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

政。「九」這個數字在中國文化
裏還代表着長久，相信這次立法
將保障香港長治久安，長期繁榮
穩定。

中
方
堅
決
反
對
愛
爾
蘭
無
端
指
責

崔天凱「九數字」介紹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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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前貿易廳廳長：立法多方面有裨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昨日指表示，去年黑暴令投資
者擔心香港社會不穩定，而香港國安法可
保護本港免受恐怖主義活動影響，以保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若然疫情持續
受控、社會持續穩定，本港經濟有望在下
半年走出谷底。」
陳茂波昨日出席工聯會舉辦的探討香港

經濟及就業前景圓桌會議時表示，香港經
濟自前年下半年起遭遇重重挑戰，增長開
始減慢，至去年下半年的暴力衝擊事件，
令經濟陷入大衰退，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更
影響全球經濟，本港經濟亦按季收縮
8.9%，為有紀錄以來最差。
他續說，由於外國疫情仍然反覆，香港

經濟前景仍不確定；西方社會近期挑起對
香港的所謂制裁行動，加上地緣政治風
險，故香港經濟短期內或有不明朗因素，
並預料本港企業短期內仍面對巨大壓力。
陳茂波其後強調，香港疫情已有所減

退，特區政府也放寬多項的限聚措施，人
流以及消費活動逐步恢復。如果本地疫情
以及外圍的疫情能持續受控，社會又能持
續穩定，香港經濟有望在下半年走出谷
底。
他相信，香港市民都會同意，一個安全

穩定的社會環境，對經濟發展至為關鍵，
並強調香港國安法正是透過法律，在制度
上保護香港，免受危害國家安全和恐怖活
動的威脅，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陳茂波：社會穩定助港走出谷底

■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7月3日在網絡社交媒體上以視頻談話方式，用
數字一到九介紹近期審議通過的香港國安法。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圖片

▲加拿大外長商鵬飛宣布加方即時會視出口敏感物資到
香港，與出口到中國內地無異，及禁止向香港輸出敏感
軍事用品，和中止加港引渡條約。 網上圖片

◀中國駐加拿大使館發言人發表談話指，中方對加方所
為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強調加拿大等國家出台任
何錯誤舉措都絕不會影響香港國安法實施。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