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陳啟恒

20202020年年77月月2222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

2020年7月22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外相

藍韜文於當地時間7月20日

在英國議會宣布「立即、無

限期」暫停與香港之間的引

渡協議，並將對中國內地的

武器禁運延伸至香港。對

此，中國外交部以及中國駐

英國大使館均第一時間發

聲，批評英方有關涉港錯誤

言論和舉措嚴重違反國際法

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粗暴

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堅

決反對，並保留作出進一步

反應的權利。

英停與港引渡協議 中方：堅決回擊
外交部批英涉港錯誤言論違國際法 指任何施壓圖謀不會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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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潛逃
到英國的「港獨」分子羅冠聰日前與英
國朝野官員會面，並以去年7月21日港
鐵元朗站發生嚴重暴力事件為由，要求
英國使用馬格尼茨基問責法，制裁侵害
香港人權的官員和警察，將其資產凍結
或限制入境云云。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斥責，羅冠聰行為
等同於勾結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及中
國內政，形容羅冠聰是一名賣國賊。他
們認為，英國不應亦不會接受羅冠聰的
提議，因為這涉及英國在經濟、外交及
國際形象上的考慮。

吳良好批羅歪曲事實
全國政協常委吳良好批評，羅冠聰的

說法倒果為因、歪曲事實，以各種子虛
烏有的謊言詆毀、抹黑特區政府和香港

警察，借炒作「7．21事件」建議英國
制裁香港，凸顯其勾結外國勢力延續黑
暴的險惡用心及充分暴露攬炒派破壞特
區管治的邪惡本質，再次說明香港國安
法對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意義。
他建議，特區政府應該根據香港國安

法，依法追究羅冠聰觸犯維護國家安全
的犯罪行為。

李引泉反對英干港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引泉嚴厲譴責羅

冠聰的行為，強調特區政府及警隊為了
保護香港的安全依例執法沒有錯，堅決
反對英國干預香港事務。
李引泉認為，不論英國採取任何措施

都不會影響警方依例執法的決心，呼籲
英國及相關人等停止這種無意義的行
為。

蔡毅批羅圖引外力干中國內政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嚴厲批評，羅

冠聰企圖引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批
評羅冠聰對香港政府及警方的言論是不
實的，有關元朗的暴力傷人事件相關部
門已經展開調查，絕非所謂的「警黑勾
結」，而且事件屬香港特區內部事務，
不容外國勢力干預。

梁志祥斥羅是賣國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形容，羅冠

聰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賣國賊，以出賣香
港利益為生，乞求英國制裁香港的行為
亦如同邀請洋人攻打香港。
他斥責羅冠聰潛逃海外搞小動作、要

求英國干預香港事務的行為可恥，但
「羅冠聰也未免太高看自己了」。

政界斥羅冠聰「煽英制港」可恥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昨日播發「新華國際

時評」指出，英方宣布暫停與香港引渡協定，
此舉是其外交上「隨美起舞」，結果只會得不償
失，企圖通過暫停引渡協定之類的「小動作」施
壓中方，不會得逞。倘若英國真如首相約翰遜
所言，希望香港在「一國兩制」下取得成功，那
就少一些干涉中國內政的「小動作」，多一點對
香港支持的「大國範」。
這篇題為《英國「隨美起舞」得不償失》的評論
說，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國干
涉。不干涉內政是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中國
政府根據「一國兩制」方針，依法行使對港全
面管治權，而唐寧街卻不懂得尊重中方維護自
身主權和安全的正當權利。企圖通過暫停引渡
協定之類的「小動作」施壓中方，不會得逞。

「國際事務不容雙標」
評論說，國安法於法有據、符合規範，國
際事務不容雙標。香港國安法完全符合中國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有關規定，符合通行規則和國
際規範。香港國安法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的「定海
神針」。英國歷來也通過相關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英國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期間，英國的
《叛逆法》就在香港適用，且有專門執行機
構。英國政府此番對香港國安法說三道四，無
疑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評論說，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已23

年，英國對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
部分英國政客卻不懂得向前看，仍然無法摒棄
「殖民心態」，以「英國對香港負責」的蠱惑言
論，對香港事務橫加干涉，表明其身雖在21
世紀，但心態依然停留在上個世紀。
評論強調，中國維護國家主權的決心和意
志堅定不移。英方應當清楚，任何向中方施
壓、阻撓國安法實施的企圖都必將遭到中國政
府和人民的堅決反對，打着種種幌子干涉中國
內政、限制中國發展的企圖注定不會得逞。

新華時評：英「隨美起舞」得不償失

據中通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指出，香港事

務是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橫加干
涉。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
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決心堅
定不移，任何干涉施壓的圖謀都絕不會
得逞。
汪文斌說，中方敦促英方放棄在香港
延續殖民影響的幻想，立即糾正錯誤，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以免進一步損害中英關係。他進一
步指出，對於英方的錯誤行徑，中方將
予以有力回擊。
此外，針對中英關係的相關提問，汪文

斌回答說，國與國的關係應該建立在相互
尊重、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基礎之上，特
別是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
切，同時恪守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他表示，中英關係的發展，
「重要的不是怎麼說，而是怎麼做。」

駐英使館：英再違反國際法

另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駐英國大使館
發言人昨日亦表示，英方不顧中方嚴正
立場和一再交涉，變本加厲，一錯再
錯，再次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企圖干擾香港
國安法實施，破壞香港繁榮穩定，中方
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中國政
府執行香港國安法的決心堅定不移，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
定不移，反對任何外來干涉的決心堅定
不移。對於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中方
必將作出堅決回擊。

發言人強調，香港國安法是確保「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和繁
榮穩定的「定海神針」。實施國安法後，
香港將更安全、更美好、更繁榮，「我們
對香港的光明未來充滿信心。」任何向中
方施壓、阻撓該法實施的企圖都必將遭到
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中國人民的堅
決反對，注定不會得逞。
發言人表示，中方敦促英方立即停止
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愈走愈遠，否則必
將自食其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對
於英國宣布暫停執行與香港的引渡協
議，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
強烈反對英國有關做法，批評英國亦
有《叛國重罪法》等多項相關法例，
卻以香港國安法做借口，單方面暫停
與香港的移交逃犯協定，是雙重標準
的政治操作，並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讓犯罪分子
逃避法律制裁，要求英國向法治和國
際交代。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任何國家都

有維護國家安全和主權的法例，是職
責所在，英國自己也有《叛國重罪
法》（Treason Felony Act）、《官
方 保 密 法 》 （Official Secrets
Act）、《政黨、選舉及全文投票
法 》 （Political Parties, Elections
and Referendums Act） 及《保安部
門法》（Security Service Act）等相
關法例。

責英用香港國安法做借口
特區政府批評英國因為政治目的，

以中國制定香港國安法為借口，單方
面暫停與香港的移交逃犯協定，是屬
於雙重標準的政治操作，同時亦粗暴
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甘心讓犯罪分子
逃避法律制裁，更凸顯了英國有機會
成為一些在香港被通緝的人嘗試逃避
法律責任的地方，英國要就此向法治
和國際交代。香港特區對此強烈反
對。」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資料圖片

▶中國外交部、駐英國大使館、香港
特區政府均批評，英方藉關注香港國
安法，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圖為東區
海底隧道口掛有宣傳香港國安法的旗
幅。 資料圖片

本港新冠疫情持續「高燒不退」，昨日再
有過百宗確診及初步確診病例，本港醫療體
系整體處於超負荷狀態，收治患者趨飽和，
既增加隱形患者在社區播毒的風險，亦不利
於對確診患者的救治，惡性循環之下難免令
疫情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特區政府應馬上
拿出辦法，解決整體防疫醫療資源嚴重不足
的問題，其中相當可行的一個辦法，是果斷
請求中央調動大灣區的醫療資源，以靈活多
樣的灣區醫療一體化合作方式，包括將唾液
樣本送到毗鄰的深圳、珠海化驗，將部分患
者分流到毗鄰城市收治等，協助本港應對前
所未有的防疫挑戰。

疫情持續惡化、每日確診個案大幅增加，
公營醫療體系已接近「爆煲」，多間公立醫
院深切治療部的使用量接近或超過100%，難
以再接新症。醫管局昨日表示，正努力調配
病床、增加隔離設施，包括減少大約一半住
院預約手術和檢查，大部分專科門診服務會
減少兩三成病床。這種應急措施，不僅影響
正常的醫療服務尤其是重症病人，而且可用
資源畢竟有限，未來有更多新冠確診個案
時，也就根本難以消化。確診患者如果不能
及時收治，不僅耽誤救治，更會大大增加社
區感染的風險。與此同時，檢測能力不足的
負面影響亦日益嚴重。政府化驗機構不勝負
荷，縱然超負荷工作，完成化驗的時間也越
拖越長。

防治新冠疫情，檢測和治療密切相關，
「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是內地成功抗
疫的寶貴經驗。檢測和收治的能力不能得到
迅速提升，本港市民得不到及時檢測，令患
者的病情加重；隱形患者不能早發現，大大
增加病毒在社區擴散的風險，只會令疫情一
發不可收拾，令醫療資源進一步擠兌。這種

最不理想的情況，已經開始在香港出現。
面對前所未有的疫情威脅，政府有必要以

破格思維，尋求可以迅速見效的解決之道。
如果關起門來看，香港無法在短時間內突破
檢測和救治資源的瓶頸；但香港背靠祖國，
在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的大格局下，特
區政府完全可以積極請求中央協調，以靈活
多樣的方式整合大灣區醫療資源，強化本港
防疫抗疫能力。事實上，內地包括廣東省累
積了極為豐富的抗疫經驗，擁有很多資源和
很強能力。廣東省疾控中心首席專家柯昌文
指，全省疾控中心體系每天有近十萬份樣本
的檢測能力；毗鄰香港的深圳市、珠海市等
地均有數以萬計的病床，內地疫情已經受
控，醫療資源遠較香港寬裕，可以向本港施
以援手。

支援的方式可以靈活多樣，不必拘泥於
粵港邊境的限制。以檢測為例，因為檢測
能力不足，本港現時採集的樣本，要積壓
數日才得以化驗，影響了檢測的準確性。
其實由香港去深圳、珠海只需一兩小時車
程，完全可以安排將樣本送到深圳、珠海
等鄰近城市檢測，本港檢測能力不足的問
題就可以得到很大化解。至於本港醫療床
位爆滿，也可以特事特辦，直接將部分確
診病患送到深圳或珠海的指定醫院收治。
只要由中央協調，香港和深圳、珠海政府
商定一個全封閉的操作方式，病患由專車
送往內地指定醫院，治療康復後再由專車
送返香港，就可以突破過關檢疫的限制，
既保障本港病患得到及時治療，也不會增
加內地社區感染的風險。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是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規劃，粵港攜手
抗疫，正是推進大灣區一體化發展的有益
嘗試。

多樣化用好大灣區醫療資源 支援本港抗疫
借一年前發生的所謂元朗「7．21 事

件」，昨日下午起有人在元朗聚集，與「7
．21事件」脫不了關係的攬炒派議員林卓
廷更糾眾在元朗港鐵站召開記者會。本港
疫情極度危急的當口，林卓廷等攬炒派煽
動支持者非法聚集鬧事，大大增加散播病
毒的風險，罔顧市民健康安全。反對派對
所謂「7．21事件」糾纏不休，以捕風捉影
手法捏造證據，欺騙市民，煽動仇警情
緒，激化矛盾撕裂社會，為自己參選立法
會造勢。他們的惡劣作為，再次證明攬炒
派為一黨一己的政治私利，不惜犧牲香港
整體利益，靠害港人。

本港正面臨最嚴峻的防疫局面。專家和
政府不斷強烈呼籲，市民盡量減少外出，
避免人群聚集，才能紓緩疫情擴散的危
機，避免公共醫療系統崩潰。這是目前防
疫的最有效辦法和最基本常識。有醫學專
家更指出，此次疫情大爆發，與反對派在
月初舉行的非法集會及「初選」造成人群
聚集，時間吻合。但林卓廷等攬炒派政棍
無視可能導致市民受感染的巨大風險，煽
動非法集會，而且地點分散在元朗港鐵
站、多個商場，不僅違反限聚令，更嚴重
威脅市民和執法警員的健康安全，隨時會
導致疫情雪上加霜。若未來一兩周本港疫
情進一步惡化，林卓廷等煽動非法聚集，
絕對難辭其咎，必須負全部責任。

去年下半年的修例風波中，無中生有、造
謠抹黑、煽惑人心，是泛暴派煽動仇警的慣
用伎倆。針對警方的中傷謠言層出不窮，
「8．31」太子站打死人、盲眼女、中大女
生被性侵等謠言不斷被炒作放大，蓄意誤導
市民憎恨警方。但事實很清楚，這些所謂
「事件」都是子虛烏有的謠言，「7．21事

件」成為攬炒派僅餘的抹黑警方、挑起仇恨
工具。如今隨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本港逐
步恢復法治安寧，攬炒派不甘罷休，死咬
「7．21事件」不放，處心積慮拋出所謂新
證據，企圖重新炒熱話題，挽回違法抗爭的
頹勢。

數日前，港台節目聲稱，去年 7 月 21
日，元朗有商戶閉路電視片段拍攝到，有
懷疑手持委任證的便衣警員在襲擊發生前
巡視，當時已有大批「白衣人」手持木棍
在場。這段如「發現新大陸」的節目，掀
起一絲波瀾，反對派趁機大做文章，向警
方興師問罪。港台曾向三名身兼立法會議
員的監警會副主席張華峰、謝偉銓、易志
明查詢有關報道，謝偉銓透過助理表示，
有關便衣警員的報道，並非新資料，監警
會報告已提及當日有便衣警員在元朗監
察。事實上，今年5月中，監警會公布警方
處理反修例活動的專題報告，認為「7．21
事件」中對警方的有關指控和揣測僅基於
網上誤導性傳言，旨在抹黑警方形象，並
無證據支持。攬炒派拿舊聞當新料，重新
包裝誤導市民，繼續玩弄「謊言重複百遍
成真相」的拙劣伎倆，其心可誅。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已展開，反對
派正無所不用其極實現「35+」、「攬炒香
港」的圖謀，炒作「7．21事件」持續挑起
仇警情緒，令修例風波撕裂的社會傷口不
能癒合，以利反對派繼續吃政治「人血饅
頭」，增加反中亂港的政治能量。反對派
不讓本港修補撕裂、重回發展正軌，不讓
社會集中精力先處理防疫抗疫的頭等大
事，損害港人福祉，與民為敵，必定會遭
民意的嚴懲，「攬炒香港」注定徒勞無
功。

為私利煽動抗爭 反對派靠害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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