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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英

國政府當地時間22日公布了英國國

民（海外）護照（BNO）簽證政

策的實施細則，並計劃於明年

初付諸實施。對此，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汪文斌昨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回應說，英方對香

港事務和中國內政橫加干

涉，中方將考慮不承認英

國BNO護照為有效旅行證

件。

譴 責 美 國

中方擬不承認BNO為有效旅行證件
外交部：英執意搞政治操弄 對港事和中國內政橫加干涉

在昨日舉行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
上，汪文斌表示，英方不顧中

方嚴正交涉，執意在英國BNO護照上
搞政治操弄，公然違背承諾，違反國際
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對香港事務和中
國內政橫加干涉，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汪文斌明確表示，中方將考慮不承認英國

BNO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並保留採取進一
步措施的權利。
英國政府22日公布了有關英國BNO護照的擴
權詳情規定，稱從明年1月起，持BNO港人可
申請特別簽證赴英居留，他們還可攜帶直系親
屬，包括1997年7月1日後出生的子女。英國政
府也明確，這一特別簽證的申請人赴英後可享受
工作、生活、讀書的權利，但無法領取如社會福
利等的公共資金，也無法免費享受英國醫療服務
體系。

英違國際法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該政策公布後，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發表
談話指出，中英曾就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問題
互換備忘錄，英方在備忘錄中明確承諾不給予持
有BNO護照的香港中國公民在英居留權。英方
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一再交涉，為有關人員在英
居留和入籍提供路徑，嚴重違背自身承諾，嚴重
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
本準則，「我們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並將作出有力回應。」
發言人強調，香港已經回歸中國，是中國的

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絕
不容任何外國以任何方式干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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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香港國安法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
何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

促英認清港回歸中國現實
發言人說，「中方敦促英方認清香港已回歸中
國的現實，客觀正確看待香港國安法，立即糾正
自身錯誤，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
內政，否則必然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藉口關注香港國
安法，日前聲稱為持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港人
提供所謂「入籍路徑」。多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強調，國安法是港人權益的保護法，斥責英
方一再干預中國內政，有關做法亦違反兩國的相關諒解
備忘錄，無非是要為亂港分子撐腰，認為國家可提出更
嚴厲措施反制英國。他們亦指出相關「路徑」具欺騙
性，若港人輕信會得不償失。

盧瑞安：港人勿被矇騙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認為，中國外交部的反制措

施展示出國家針對英國不妥行為的一種態度，如若英國
再不收斂，相信國家仍可採取進一步措施。他批評英國
不僅背棄在BNO問題上的承諾，而且給持BNO港人申
請的所謂「特別簽證」亦充滿蠱惑招數，例如該簽證只
允許在英最長居住5年，且沒有社會福利，其後要再申
請定居一年，才有機會申請入籍，呼籲港人不要被此種
政治手段矇騙，亦要求英國立即停止不當言行，否則一
定會損害英國自身利益。

陳勇：英從未把港人當自己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指，特區護照的適用範圍和便

利性遠遠超過BNO，港人因中國人身份在外國遇到困難
更能隨時得到中國駐外大使館的幫助。綜觀歷史，英國
從未把港人當自己人，現在英國脫歐加上疫情對經濟的
打擊，此舉無非是希望有經濟能力、有技術的人帶給英
國好處，但當地排斥移民、歧視嚴重，對港人而言一定

不是好選擇。
他並強調，香港國安法是港人權益的保護法，香港市
民最有發言權，相比去年，香港打砸搶燒大幅減少，
「港獨」等邪惡勢力逃竄，已經證明了該法的正面作
用。

陳恒鑌批英干預港內部事務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英國公然干預香港內部

事務，其對BNO的處理亦違反中英的相關諒解備忘錄，
行為令人不齒，認為若有人透過此種方式企圖取得英國
國籍，可考慮取消相關人等的香港居留權。
他認為，英國使用此政治手段無非是企圖幫在港搞事
的人壯膽，讓他們為英國賣命、搞亂香港，但他提醒相
關人等收穫未必和想像的一樣。他續指，英國提出的所
謂「特別簽證」具欺騙性，不僅很可能讓奢望能入籍英
國的人白白浪費時間，亦需要申請者有較高經濟能力。

郭偉強：英面臨財困就業問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批評英方干預中國內政，公
然違反兩國的相關諒解備忘錄，他支持國家採取更強硬
的措施回擊英國的政治手段。
他認為，英國本地面臨財困、就業問題，英國拿香港
國安法作藉口借題發揮的同時，亦是想藉移民的資產幫
補自己的經濟，他提到1997年就有人選擇移民，但後來
回流的人亦很多，他相信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
會一窩蜂跑去在經濟和就業上自顧不暇的英國，否則將
來再回港錯失發展機遇，一切還要從頭來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
政府昨日發表嚴正聲明，指英國政府公布
對香港中國公民中持有英國國民（海
外）護照（BNO）或合資格持有者提
供在英居留和入籍路徑，表示不滿
及反對。特區政府批評英國做法
純屬政治操作，不僅嚴重違背
自身承諾，亦嚴重干預香港
特區的事務，敦促英國政府
停止干預香港特區事務，
重回正軌。就外交部昨日
宣布中方將考慮不承認
BNO 作為有效旅行證
件，並保留採取進一步
措施的權利，特區政府
表示支持及全面配合。
特區政府表示，中國在

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
復行使主權，香港是中國
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英兩
國政府在簽署《中英聯合聲
明》時互換備忘錄，英方在備
忘錄中明確承諾不給予持有
BNO的香港中國公民在英居留
權。

英刻意違《中英聯合聲明》承諾
特區政府又指出，事實上，英國政府早
在回歸前一段頗長時間透過改變法律或政策

無意給予港人居英權，「鑑古知今，英方今
日刻意違背《中英聯合聲明》時英方備忘錄
中的承諾，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和一再交涉，
執意利用部分港人仍持有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或身份政治炒作，藉口為有關人員在英
居留和入籍提供路徑改變政策，是偽善舉
措，特區政府對此表示不滿及反對。」
特區政府重申，自香港特區成立以來，

中央人民政府一直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
針，特區按照基本法享有高度自治，保持繁
榮穩定。國家安全屬中央事權，訂立香港國
安法是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特區的
事務屬我國的內部事務，不容任何其他國家
藉詞干預。」
特區政府續表示，基於香港的歷史背景和

現實情況，中央人民政府一直允許在1997年
6月30日前出生的香港中國公民，使用BNO
作為旅行證件前往其他國家和地區旅行，
「由於英方違反承諾在先，外交部今（昨）
日宣布中方將考慮不承認BNO作為有效旅
行證件，並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特
區政府對此表示支持及全面配合。」
對比BNO和香港特區護照，特區政府指

出，使用特區護照前往其他國家和地區，除
獲得國家領事保護和服務外，更可享有入境
方便。現時有168個國家和地區給予香港特
區護照持有人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安排。入境
事務處已發出並仍在有效期內的香港特區護
照近600萬本，便利需出行的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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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政界批「入籍路徑」具欺騙性

昨日陸續有多個
團體及市民於美國駐

港總領事館外發起請願，譴責特朗普干預中國
內政，有意製造仇華情緒。「反外力干預大聯
盟」發言人郭小姐表示，美國惡意詆毀中國抗
疫工作，並不斷攻擊中國訂立香港國安法，嚴
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粗暴干涉中國
內政及香港事務。「目的就為甩鍋，轉移大眾
視線，迴避美國因種族歧視引起的暴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英方不顧中方嚴正交涉，執意在英國BNO護照上搞政
治操弄，公然違背承諾，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 資料圖片

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天問一
號」探測器昨在海南文昌成功發射。
中國此次火星探測要完成「繞、落、
巡」三大任務，在人類航天史上史無
前例。中國從月球邁向火星，正式開
啟行星探測時代，中華兒女為之感到
驕傲。更令港人自豪的是，「天問一
號」搭載的關鍵儀器「火星相機」，
由香港理工大學研發，顯示香港科研
具備世界一流實力。參與國家重大科
研計劃，為香港科研發展提供廣闊用
武之地，更有利於香港持續提升科技
水平。國家科研發展蒸蒸日上，進入
世界先進行列，吸引、激勵本港年輕
人積極創新，政府應作出更好規劃和
資源支持，推動香港更主動融入國家
創新發展大局。

火星是距地球較近、環境最相似的
星球，一直是人類開展深空探測的首
選目標。自20世紀60年代至今，人類
已對火星實施了44次探測任務，其中
成功了24次。中國的火星探測任務於
2016年1月立項，起步雖晚但起點高，
通過一次探測實現「繞、落、巡」三
大目標，屬世界首創；「天問一號」
探測器重量接近5噸，是目前為止中國
發射重量最重的深空探測器，顯示中
國運載火箭已達到世界級水準。

曾參與內地登月任務的香港理工大
學，此次再參與國家火星探測任務。

「天問一號」搭載的「火星相機」，
由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副主任容
啓亮帶領的團隊研發。容啟亮教授及
團隊開發的「相機指向系統」，於
2013 年「嫦娥三號」升空時首次獲國
家採用，是第一個由香港製造及開
發、獲國家採用參與探月計劃的科學
儀器。在此後的探月任務中，「相機
指向系統」在探測器陸後均按計劃
順利運作，驗證其功能通過嚴酷考
驗。如今，理大的「相機指向系統」
運用到國家的火星探測任務，證明香
港科研具備世界級的創造力，大大提
升理大和香港在國際科技界的聲譽和
形象。

理大參與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展示
實力、提升水準的經驗，值得學界和
特區政府總結推廣。本港創新科技產
業基礎雄厚，但發展未如人意，青年
投身創新科技未見踴躍是重要原因。
本港多年 DSE 的狀元，大多報考醫
科、法律和金融，甚少選擇理工科
目，反映香港在發展創新科技的人
才、產業規劃和培育等方面，仍有漫
長道路要走。國家支持本港發展成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並出台一系列配套
的政策舉措，特區政府應用好用足國
家的支持，做好規劃和資源配套，為
本港更多科研機構、人才參與國家科
研發展創造條件。

「火星相機」香港驕傲 激勵港青投身創科
本港新冠肺炎昨日新增 118 宗確診個案，其中

111宗屬本地個案，都是疫情以來新高。面對本港
疫情持續惡化、專家預期尚未見頂的危急情勢，
政府的防控措施應該立足於未雨綢繆，力爭走在
疫情發展前面，在包括進一步限制社交和人流、
支援特定人群如跨境司機檢疫、增擴防疫資源和
人手，以及預訂疫苗等方面，都要當機立斷、爭
分奪秒，說做就做。

本港連續多日單日確診個案超過百宗，其中源
頭不明個案相當多，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表
示，不能排除疫情會繼續差下去。對此波疫情爆
發，多位專家分析認為，對疫情複雜性、防控難
度的研判不足，未採取前瞻性的全面防疫措施，
是重要原因。 吸取教訓，本港疫情防控不能再見
步行步。現時很多病例與酒樓、餐廳聚餐有關，
全日禁止食肆堂食，是截斷社區傳播鏈的最重要
手段。全日禁堂食，無可避免令飲食界經營雪上
加霜，但為有效控疫的大局着想，禁止食肆全日
堂食，政府莫再觀望猶豫。

因應本港疫情變化，深圳當局提出檢疫新要
求，獲豁免隔離的本港跨境貨車司機，由香港經
深港口岸入境時，必須持有粵港兩地政府認可的
檢測機構發出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
新措施即時對本港跨境貨車司機造成影響。眾所
周知，本港檢測費用昂貴，即使已增加私營機構
提供檢測服務，但費用並未明顯下調，本港跨境
貨車司機難以負擔。若跨境貨車不能正常出入深
圳，勢必影響到本港民生供應穩定，甚至再引發
搶購潮。為防止出現這些不理想的情況，政府必
須為本港跨境貨車司機接受檢測提供支援，以保

障民生供應穩定。
接種疫苗是控制疫情的根本途徑之一。目前全球

多國爭分奪秒研發疫苗，包括內地在內，有多個疫
苗正進行臨床測試，效果良好。中文大學醫學院呼
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在訂購疫苗方面，
政府不可以再等，因疫苗供應緊張，如果好多國家
都已訂購，屆時「買都買不到」。現實是，美歐許
多國家已經斥巨資，訂購數千萬乃至上億劑疫苗。
在年初第一波疫情時，本港曾發生「口罩荒」，政
府在全球採購口罩亦困難重重。「買不到口罩」殷
鑑未遠，全球對新冠疫苗的需求肯定比口罩更大，
而且歐美等國優先照顧本國需要，可以預料本港採
購疫苗的難度，肯定較之採購口罩有過之而無不
及。政府現在就要馬上行動，立即向研發生產疫苗
的藥廠訂購，不然在未來全面接種疫苗時將大大落
後於其他國家地區。

目前還有需要馬上彌補的防疫控疫短板，是增
加檢疫設施、病床和醫護人手。醫管局1700張隔
離病床，已經用了超過1200張，若每日繼續有超
過100宗個案，鯉魚門度假村新增的數百床位亦幫
不了多少，很快便超負荷，屆時可能要用方艙醫
院的方式，曾用作社區隔離的亞洲國際博覽館，
是可行的選址。至於人手不足的問題，本港醫護
界認為問題不大，只要醫管局合理調配人手、邀
請私家醫生幫忙，可以解決問題。但亦有不少意
見認為，政府應向中央求助，協調大灣區病床和
醫護人員支援本港。無論採用什麼方式，還是多
管齊下、綜合施策，都要追求一個「快」字，快
一天也好過慢一天，因為防疫抗疫就是救火，十
萬火急！

加強疫情防控須當機立斷說做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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