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國安法」有效防
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
全的犯罪，維護國家主權、
統一和領土完整，訂立有關
法例是國家行使主權的行

為，在香港實施正是全面貫徹及落實「一國
兩制」的方針。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相關的國
家安全法例。美國的所謂「制裁」，是企圖
公然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不單是
雙重標準，更違反國際慣例。

律政司司長發言人：無畏無懼
律政司司長一直依法和專業地履行職

責，有國家作為強大的後盾，更加會意志
堅定，無畏無懼地執行工作。所有愛國愛
港的人，都不應助紂為虐。

保安局局長發言人：恪守崗位
美國無所不用其極地實施所謂「制

裁」，充分暴露美方的霸凌行為和雙重標
準，制訂國家安全法是任何國家理所當然
的責任及權利，美國本身就制訂了廣泛及

嚴厲的國家安全法例，卻對香港國家安全
法作出極不合理的惡意攻擊。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對美方所謂的「制裁」不會畏懼，
只會更堅守信念，恪守崗位，履行職責，
維護國家安全。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續護國安
我對美國的所謂「制裁」完全沒有當成

是一回事，不會動搖自己對維護國家及香
港安全的決心和信心。我會繼續帶領警
隊，除暴安良，維持社會秩序，專心做好
維護國家及香港安全的工作。

警務處前處長盧偉聰：極度憤慨
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政府及警務人員，都

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以確保社會秩序及公
共安全。美國政府蠻不講理、不公平的
「制裁」，個人表示極度遺憾和憤慨。一
如既往，我會堅定支持中央及特區政府在
港落實國家安全法，協助推動「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全力保障國家安全及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

特區官員批美：
「雙標」違國際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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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早前聲稱，12名涉嫌內地偷越境罪而
被扣深圳的港人「並無犯罪」。特區
政府昨日在聲明中批評，蓬佩奧公然
漠視基本事實，並強調無人可以凌駕
法律。
特區政府發言人在回應蓬佩奧的

言論時表示，香港是法治的社會，
執法機關有責任對違法行為採取行
動。任何被捕人士均有在我們獨立
的法院獲得公平審訊的權利，且只
會在控方已履行其舉證責任至毫無
合理疑點的情況下才會被定罪。
發言人強調，該12人是通緝犯，在

香港涉嫌干犯多宗嚴重罪行。「他們
並沒有留在香港面對法律責任，反之
選擇以不合法方法離開香港，逃避法
律責任。我們對美國國務卿表示他們
沒有犯罪感到驚訝。」

促美停止干港事
發言人指出，在12名逃犯中，10

人分別因涉嫌製造或管有爆炸品、
縱火、串謀傷人、暴動、襲警、管
有攻擊性武器及管有工具可作非法
用途等嚴重罪行被警方起訴，獲法
庭保釋候審，不准離開香港。另外
一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有關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以及《刑事罪行條例》、有關
無牌管有彈藥罪，被警方拘捕後獲
准保釋，交出旅遊證件，不准離
境，須向警方報到。另一人因涉嫌
製造或藏有爆炸品被警方通緝。該
12名香港通緝犯是因偷越邊境被內
地執法部門依法拘捕。
「在香港，無人可以凌駕法律，

任何人都要為其違法行為負責。特
區政府不會干預其他司法管轄區的
執法；同樣地，我們亦再次促請美
國停止干預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政
的香港事務。」特區政府發言人
說。

美國國務院於日前向國會提交
首份報告，其中點名10名

「損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
員」，包括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
安局局長李家超等。

美逼金融機構實施「制裁」
根據所謂的「香港自治法」，

在此報告公布之後60天內，美國
國務院列出與被點名人士有「重
要交易」的金融機構，交美國總
統考慮對之實施「制裁」。在名
單公布後，有關金融機構有12個
月的時間終止與被點名個人的所
有業務往來。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奧特加斯
（Morgan Ortagus）在報告公布
之後發表聲明稱，「中國共產黨
『有系統地毀棄』北京（中國中
央政府）在聯合國登記的條約中
承諾給香港和世界的自治。通過
施加國家安全法，『摧殘香港的
民主機構、人權、司法獨立和個
人自由』。」

港府發言人強烈譴責美方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在聲明
中批評，美國近月愈來愈明目張膽
地干預香港事務，包括以人權、民
主和自治為藉口通過一系列法律、
發出行政命令，以及對特區官員實
施所謂的「制裁」。「對美國當局
發表報告，當中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作出毫無根據和不負責任的指控，

我們予以強烈譴責。」
「我們絕不認同報告中旨在抹

黑及妖魔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的評論。通過法律維護國家安全
是國際慣例，國家安全一向以來
屬於中央事權。作為國家最高的
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
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制定香港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
會在2020年6月30日制定《香港
國安法》合憲、合法，對在香港
貫徹『一國兩制』而言是及時及
必須的。」
發言人強調，「報告指稱香港

的高度自治及自由被侵蝕，但恰
恰相反，自《香港國安法》落實
以來，香港社會恢復平穩，國家
安全在特區得到保障，市民可再
依法享有基本權利和自由。這是
美國當局不可以無視的事實。」

所謂「制裁」無法律效力
對美國威脅對金融機構和特區

政府官員實施「制裁」，發言人
認為是美國霸權主義的又一例
子：「美國的所謂『制裁』對香
港的金融機構不具法律效力。我
們的金融機構及金融體系整體堅
韌穩健，即使面對美國的無理施
壓仍會繼續正常及暢順運作。我
們促請美國以負責任的態度，避
免採取有可能損害國際金融體系
利益的措施。」

美國國務院日前向國會提交報告，列出10名中央政府涉

港機構負責人和香港特區官員的「制裁」建議，更威嚇國

際金融機構倘與有關人士交易，將會面對「制裁」。特區

政府昨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有關的報告毫無根據，是不

負責任的指控，並批評美國近期愈來愈明目張膽地干預香

港事務。被報告點名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其

他被美國針對的官員均明確表示，有國家作為強大的後

盾，他們無懼任何威嚇，對維護國家及香港安全的決心和

信心非但毫不動搖，反而意志會更堅定，繼續無畏無懼地

在香港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並全力支持及全面

配合執行國家對美方採取的反制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國家作強盾 無懼美威嚇
特首：護國安意志更堅 決心信心不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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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國務院近日對國際金融機
構發出「警告」稱，如這些機構同「破壞香港自
治」的中方人員交易，將很快「面臨嚴厲制
裁」。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日回
應時表示，美方應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事
務、干涉中國內政。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
將採取堅決反制措施。
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美國國務院
14日對國際金融機構發出「警告」稱，如這些機
構同「破壞香港自治」的中方人員進行交易，將
很快「面臨嚴厲制裁」。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趙立堅說，中方堅決反對、強烈譴責美方炮製
的所謂「香港自治法」並根據該法制裁中方人
員，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他說，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任何外國無權說三道四、橫加干涉。美方
做法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粗暴
干涉中國內政，進一步暴露出其破壞香港繁榮穩
定、遏制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
「美方應糾正錯誤，停止以任何方式干預香港

事務、干涉中國內政。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
必將採取堅決反制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利
益，維護中國企業和有關人員的合法權益。」他
說。

駐港公署：美方擋不住歷史大勢
針對美國政府炮製所謂「香港自治法」報告，

公然污衊香港國安法，蠻橫「制裁」中方人員，

赤裸裸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發言人昨晚表示堅決反對並予以嚴正批
駁。
發言人表示，香港國安法填補了香港維護國家

安全漏洞，結束了「港獨」猖狂，扭轉了「黑
暴」亂局，香港迎來由亂轉治的重大轉折，「一
國兩制」實踐揭開新的一頁。事實證明，香港國
安法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反中亂港分子是
「高懸利劍」，對絕大多數守法香港市民和外國
人士則是「守護神」，港人依法享有的權利自由
得到切實保護。
發言人指出，美方無視香港形勢正在趨穩向好

的事實，無視香港社會重整行裝再出發的主流民
意，無視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國際法原則，炮製所

謂報告，歇斯底里詆毀香港國安法，別有用心抹
黑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撥亂反正之舉，氣急敗壞
制裁中央和特區政府官員，赤裸裸為反中亂港分
子撐腰打氣，再次暴露美唯恐香港不亂、企圖遏
制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但是，美方的錯誤言行
擋不住「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歷史大勢，擋不
住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戰略、開創發展新局的廣闊
前景，更擋不住包括香港同胞在內14億中華兒女
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的磅力量！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

屬中國內政。美方應該糾正錯誤，立即停止以任
何方式干預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將繼
續採取堅決有力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利益，
維護中國企業和有關人員的合法權益。

中方：倘美續干內政 必堅決反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針對美
國國務院向國會提交首份《香港自治法》
報告，稱金融機構倘與「被制裁者」交易
將面對「制裁」，全國政協委員、基本法
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昨日強調，根據香港
國安法第二十九條和第三十七條，任何境
內或境外的金融機構，若依照美國的報告
對相關香港人士實施「制裁」，即違反香
港國安法，可被檢控。
胡漢清指出，金融機構若實施美國的
所謂「制裁」，就會違反香港國安法。美
國「關注」香港完全是為了自己政治利益

和選舉安排，所謂「制裁」更是濫用香港
「一國兩制」的空間。面對這種有計劃、
有組織、有系統地打擊香港的行動，香港
一定要團結，堅持法治。
他強調，美國所謂的「制裁」沒有國

際認受性和合法性，金融機構面對國際貿
易中的摩擦，一定要遵守當地法律，不能
模棱兩可，特別是美國現屆政府和政治手
段或將在選舉之後進入黃昏，對香港「制
裁」的認受性也很短暫；但香港國安法的
有效期不只一個月，金融機構要作出自己
的選擇。

機構倘實施「制裁」胡漢清：違國安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多名政

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美方
所謂的「制裁」，赤裸裸地將美國的霸權行為
表露無遺，並強調美方的行為只屬單邊制裁，
並不適用於在港企業。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表示，美國是在利

用單邊制裁手段，威嚇其他地區的機構和個人
以達到其政治霸權的目的，其所提出的僅屬單
邊制裁，在香港沒有法律約束力，香港金融機
構沒有法律責任執行。
他續說，金管局早前已向銀行界發函說明

有關觀點，並要求銀行必需遵守待客公平原

則，意思是不應無理對待客戶及取消服務，
而香港銀行業至今未有受到所謂「制裁」的
影響。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指出，美方的「制

裁」是正式撕破了自己的假面具，充分反映其
霸權思維，就是一切以自己的政治利益優先，
無視國際貿易協議等規定。
他批評，美方早前提出對11名中央政府、中

央駐港機構負責人和香港特區官員作出所謂的
「制裁」，惟其後方發現有關官員在美國境內
並沒有任何資產，於是通過威嚇國際金融機
構，無所不用其極地企圖打壓被「制裁」者。

港政界：美單邊制裁 港企不適用

■胡漢清 資料圖片

■特區政府強調12名通緝犯在港涉及多宗罪行。
圖為12逃犯的所謂家屬早前開記招。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及其他被美國針對的特區官員均明確表示，有國家作為強大的後盾，他們無
懼任何威嚇。圖為中央政府駐港國安公署。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