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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日前發聲明稱計劃接收1.5萬名

難民，其中5,000個名額會開放予「因協助美

國而處於危險中的難民」，並會優先考慮來

自香港、古巴及委內瑞拉者。香港特區政府

堅決反對並敦促美國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

預香港事務。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美國眼見其在港扶植的黑

暴分子面臨法律制裁，才急忙制訂一個「養

自己人」的政策，而此舉等同將香港貶為第

三世界或戰亂地區，抹黑香港以至中國。

稱接收「港難民」美圖「養自己人」
貶港為第三世界戰亂地區 政界批純屬政治抹黑

香港文匯報訊 倫敦時間10月1日下午，十
餘名「港獨」暴徒在中國駐英國大使館門前公
然焚燒中國國旗，悍然衝撞破壞使館正門，公
開張貼「港獨」標語。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表
聲明，強烈譴責「港獨」暴徒的卑劣行徑，並
已向英國警方、英國外交發展部提出嚴正交
涉，要求英方迅速開展調查，盡快將肇事者繩
之以法。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在聲明中強烈譴責「港

獨」暴徒焚燒國旗、衝撞使館的卑劣行徑。上
述惡劣行徑肆意毀損侮辱國旗，褻瀆國家和民
族尊嚴，嚴重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法》，嚴重挑戰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
重威脅使館館舍和人員安全！「我們對這種卑
劣行徑表示強烈憤慨並予以嚴厲譴責！這充分
暴露出『港獨』分子『暴力違法』的醜惡面目
和『反中亂港』的真實圖謀！他們的倒行逆施

絕不會得逞，他們分裂國家、賣國求榮的行徑
必將遭到歷史和人民的唾棄！」
聲明表示，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已向英國警

方、英國外交發展部提出嚴正交涉，要求英方
迅速開展調查，盡快將肇事者繩之以法。中國
駐英國大使館敦促英方切實履行《維也納外交
關係公約》規定的東道國政府的責任與義務，
維護外交使領館神聖不可侵犯，確保中國使領
館館舍與人員的安全與尊嚴。

駐英大使館強烈譴責「港獨」暴徒焚國旗衝撞使館

針對香港國安法實施，美國總統特朗普7月簽
署行政命令，終止對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

並聲稱基於「人道主義」考慮，美國每年接收的難
民配額將會分配予港人。
美國國務院日前在聲明稱，美國預期在今年10
月1日開始的2021財政年度接收逾30萬名新難民
和尋求庇護人士，當中1.5萬個名額屬「美國難民
接收計劃」。新年度的難民安置計劃，將繼續分配
給因宗教信仰「受逼害」、「害怕遭受逼害」的
人；因曾協助美國而處於危險之中的伊拉克人，及
來自薩爾瓦多、危地馬拉、洪都拉斯、香港、古巴
和委內瑞拉的「難民」。據《華爾街日報》報道，
其中5,000名額會開放予任何符合條件的難民，但
華府將優先考慮香港、古巴及委內瑞拉的「難
民」。

何俊賢：港自由遠高於美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認為，鑑於中美鬥爭
持續升溫，美國今次是故意將香港納入難民分配的
特定類別，借此抹黑中國「不人道」地對待港人，
但根據加拿大費沙研究所2019年發布的「人類自

由指數」，在162個國家及地區中排第三的香港，
大幅領先排第十五的美國，而以「難民」方式移民
的人是在自取其辱。
他續說，美國接受的難民大多來自其敵對國

家，故即使法國「黃背心運動」的規模、影響較香
港的暴亂嚴重，美國亦無將法國納入難民分配的特
定類別中，可見美國今次明顯攻擊中國。

葛珮帆：打「政治牌」轉移視線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美國的種族歧

視嚴重，對待難民的方式亦屢被詬病，今次明顯是
借對港難民政策來打「政治牌」，讓其國民轉移視
線。她續指，美國眼見其在港扶植的黑暴分子面臨
法律制裁，才急忙制訂一個「養自己人」的政策。
葛珮帆又表示，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在年初

的選舉中，以協助香港黑暴分子為名博取支持，但
她當選後的舉動，大家有目共睹，相信今次華府的
舉動，亦只是美國總統的選舉策略。
工聯會前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批評，美國在中國

國慶日實施新措施，明顯是針對中國，做法粗暴無
理，而有關安排等同將香港貶為第三世界或戰亂地

區，好讓香港的犯罪分子可以受逼害為由尋求庇
護。他續指，近日本港刑事罪犯逃往台灣不果，部
分犯罪分子或會逃進英、美駐港領事館尋求庇護，
故警方應參考國際做法，在相關領事館外設封鎖
線，徹查可疑人等。

葉劉淑儀：純屬政治動作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接受《香港01》查詢時則
指，美國此舉是完全政治動作，因有意申請庇護者
需有充分理由證明自己正受「政治逼害」，並需經
過一系列申請程序，故不會有太多人獲批。同時，
已被法庭定罪的人不能申請成美國難民，但法庭日
後或有更多情況不讓被捕者保釋，以免有人往美國
駐港領事館申請做難民。

港府：堅決反對促美停干預
特區政府發言人在回覆傳媒查詢時則表示︰

「香港是法治社會，市民各項權利和自由獲基本法
和其他法例充分保障，沒有所謂受『逼害』的『難
民』。香港事務屬中國內政，我們堅決反對並敦促
美國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作出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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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日前將香港納入難民分配的
特定類別，令大批「黃絲」網民欣喜若
狂。事實上，美國的難民政策屢被詬病，
去年更因關押難民的拘留所環境惡劣，被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

特譴責「不人道」和「極其駭人聽聞」。
根據聯合國網站載，去年7月8日，米歇爾批評美國拘

留中心髒亂擁擠、缺醫少食；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發
言人拉維娜．沙姆達薩尼則指，拘留所人滿為患，甚至把
兒童與他們的家庭分開，亦明顯缺乏足夠的食物和醫療保
健，即使在最好的條件下，拘留兒童的做法也會嚴重影響
他們的健康和成長。
綜合《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及《時代》周刊近
年有關美國關押難民或移民的報道，發現美國曾將逾900
多人關押在一個原定容納125人的拘留所，甚至出現食品
過期、醫療短缺、浴室發霉和隱瞞安全事故等事件，更有
拘留者遭強制注射鎮靜劑，及被工作人員欺凌。
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回應相關報道時竟稱，拘留中心一

部分人來自「令人難以置信的貧困」，與他們逃離的國家
相比「好得多」，更形容這些拘留中心是「最棒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0�
"

■駐英大使
館已提出嚴
正交涉。
網絡截圖

CY
引
加
泰
判
決
諷
歐
美
雙
重
標
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外國
勢力一再對香港內部事務指指點點，其
雙重標準的偽善近日再次暴露。全國政
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撰文，
轉述西班牙最高法院判處加泰羅尼亞地
方政府首長Quim Torra罪名成立的新
聞，並揶揄︰「香港的『泛民』、歐
盟、美國等對西班牙最高法院這個決
定，全部啞了。」
梁振英在帖中指出，據英國《金融時

報》日前報道，Quim Torra被控在去
年4月選舉期間，在公共建築物展示橫
額，要求釋放因為倡導加泰羅尼亞獨立
而被判刑囚禁的犯人，「西班牙最高法
院給予的處分是Quim Torra在未來18
個月不得擔任任何公職。」
他揶揄香港的攬炒派、歐盟、美國等

對有關決定不作一聲，並指出︰「任何
國家的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都是紅
線，香港的青年人不要太過天真爛漫，
不要因為別人的慫恿而去送頭。」
不少網民都認為西班牙法庭的判決正

常不過。「龍世顯」留言︰「請問世上
有邊個國家可以俾（畀）你為所欲為又
唔須（需）要負上刑責嘅呢？」
「Moon Moo」亦認為︰「香港法官係
咪要參考其他國家點判案呢？」

培道更新校規 遏止校園播「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修例風
波期間「校園政治化」問題嚴重，教育
界於新學年一致堅拒政治入校，冀校園
能回歸平靜。有網上討論區流傳消息，
香港培道中學於新學年更新校規，表明
學生不得參與非法集結活動，不可擅自
以學校名義舉辦集會、發放文宣，或使
用校徽製作網頁散播資訊。新校規預計
將有效針對修例風波期間，常有不明人
士「騎劫」校名作政治動員、於校園內
外散播「港獨」文宣的政治亂象。
香港文匯報翻查資料，網上去年曾有

「騎劫」香港培道中學校名的所謂「罷
課關注組」，安排當時一名中六女生在
校向同學派發印有政治標語及校徽的鎖
匙扣，引發一場不必要的校園政治風
波。

網上討論區「連登」近日有人發帖，
煞有介事宣稱香港培道中學於新學年
「靜雞雞」增加了校規條文，包括規定
學生不得藏有違禁品，如其他與課本無
關而未經批准之報刊、書籍；不得參與
非法集結活動。
校規同時列明，未經學校准許，不可

擅自以學校名義或穿着校服舉辦或參與
學校不認可之集會或活動；不可擅自以
學校名義製作、發放宣傳文字/海報/網
上文宣；不可擅自使用校徽或校名作宣
傳物/網頁、散播資訊等。

學界早有共識 拒政治進校園
一向「撐黃」的「連登」網民圍爐學校
「打壓」云云，事實卻是本港學界早有共
識，一致拒絕政治進入校園。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早前已向全港中小學校長發信，表
明學校不應容許任何罷課，提醒學生切勿
參加危險或違法活動，亦不應將學校成為
表達政治訴求場地，如有必要學校可按校
本訓輔及懲處機制處理。
香港文匯報亦發現，培道中學在6月底

已向全體家長及學生發信，清楚指出校
方從沒有授權任何組織以「培道」名義
舉辦或參與任何校內、校外的政治集會
或活動，或轉載該校任何資訊。
信中並表明，學校法團校董會已通過
10 點「處理學生參與政治活動的原
則」，當中列明未經批准不得使用校
徽、不應於校內作政治宣傳及宣洩仇恨
等，強調學校是學生學習的地方，應盡
力維持學生不受社會事件的干擾，充分
反映該校不容政治入校的決心。

■梁振英在fb上談論西班牙最高法庭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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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港各
紀律部隊，都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一
員。海關關長鄧以海日前在政府人員協
會的專訪中指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保
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還香港繁榮
穩定，香港海關為香港及國家安全把
關，責任重大，他不會讓香港海關因任
何困難對這個使命有所猶豫。
鄧以海在訪問中表示，去年黑暴作出
擲燃燒彈、製造爆炸品、動「私刑」等
背棄法治的行為，令警察疲於奔命，香
港海關作為特區政府一員，希望可協助

警隊止暴制亂，非常感恩有很多同事自
願報名參與特務警察工作，助香港早日
回復繁榮穩定。
他指出，早前中央果斷出手頒布香港
國安法，有關法例實施是為了保障香港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還香港繁榮穩
定，香港海關亦擔當了為香港及國家安
全把關的重要角色。
他強調，作為香港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

之一，他感到使命光榮，責任重大，會努
力不懈、非常堅定地履行香港海關在國家
安全方面的重要角色，不會因為任何困難

對香港海關這個使命有所猶豫。
談到香港與內地的緊密關係，鄧以海
指出，港珠澳大橋已為香港直接連接很
多內地城市，希望香港海關往後能與內
地海關加強合作，讓大灣區內各個城市
的物流及通關能在短時間內打通，發展
成一小時生活圈，既有利整個大灣區建
設，亦促進兩地的物流業及人才流動。
鄧以海表示，粵港澳大灣區釋放的生
產總量及市場不輸世界任何著名灣區，
香港海關亦希望可以投入協助大灣區的
建設，如透過認可經濟營運商計劃，使

獲香港認可的企業能等同內地的優質營
運商般，獲得通關便利，以進入內地經
商或貿易。

鄧以海：堅定履行海關為國安把關角色

■鄧以海指發展一小時生活圈對粵港澳
大灣區非常有利。 政府人員協會fb截圖

■攬炒派製作影片串連「人鏈」片段，
慫恿學生參與政治活動。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