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美國對4名中方官員
的所謂「制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
斌昨日在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美方有關
行徑公然插手香港事務，粗暴干涉中國內
政，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強烈譴責。
汪文斌昨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傳

媒提問時強調，中國是法治國家，香港特區
是法治社會，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在香港
特區國家安全受到現實威脅和嚴重損害、特
區政府難以自行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情

況下，中國中央政府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
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目的是懲治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
犯罪分子，保護絕大多數守法的香港居民。
中國中央政府堅定支持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和
人員依法履職盡責。
汪文斌表示，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
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部勢力無權干
涉。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
務，立即撤銷所謂制裁，不要在錯誤的道
路上越走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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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11月10日發表談話表
示，強烈譴責美方再次對中國政府涉港機
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官員實施所謂
「制裁」，美方在涉港問題上一切霸凌主
義和干涉主義行徑絲毫不能動搖中國維護
國家安全的決心和意志。
發言人表示，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安法是
中國主權範圍內事務，任何外部勢力不得
干涉。中國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有關部門和人員依法履職盡責，
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違反香港國安法及
香港有關法律的行為和活動。美方一再罔
顧事實，持續編造「莫須有」的罪名，一
再對中國政府涉港機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官員實施所謂「制裁」。這是對國際
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嚴重違反，是對
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的粗暴干涉，是對香
港法治和高度自治的肆意破壞，是對中國
政府和中國人民維護國家正當利益的公然
挑釁。

發言人指出，美方打着「人權」、「民
主」、「自由」的幌子，不斷揮舞「制
裁」大棒，不遺餘力地為反中亂港勢力撐
腰打氣，就是想繼續在香港製造亂局，扭
轉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社會由亂及治的
大勢，打「香港牌」遏制中國發展。然
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國際上，越
來越多國家支持中國通過香港國安法維護
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在香港，越來
越多的香港市民認清美國等外部勢力干預
的圖謀，自覺抵制「港獨」、「黑暴」、
「攬炒」等非法活動，積極支持撥亂反
正、重回正軌、建設美好家園。美國反華
勢力奉行的霸凌主義和冷戰思維早已被時
代所拋棄，其「亂港遏華」的圖謀注定是
走不通的死路一條！
發言人強調，任何恫嚇和威脅絲毫不能撼

動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鋼
鐵意志和堅定決心。我們奉勸美國反華勢力
及早認清大勢，不要一意孤行，一錯再錯，
否則只會自食其果，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外交部批美
粗暴干涉港事務中國內政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強烈譴責美方以所謂「參與香港國安法實施」為由，再次對中國
政府涉港機構和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實施所謂「制裁」。圖為豎立在東區海底隧道口的國
安法宣傳橫幅。 資料圖片

警務處副處長（國家安全）劉賜蕙：
能夠成為香港警隊維護國家安全部
門的負責人是我的驕傲、亦是我的榮
譽。美國政府希望透過對我的所謂
「制裁」打擊警隊在維護國家安全的

工作只會徒勞無功，我毫不畏懼，將
會繼續堅定不移，專心致志做好維護
國家及香港安全的工作。
警務處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
維護國家安全是任何地方的警務人

員理所當然的責任，我會繼續做好維
護國家及香港安全的工作。服務警
隊、捍衛香港，是我的終身責任和榮
譽。美國不公平的「制裁」不會動搖
我護法執法的決心。

劉賜蕙李桂華：毫不畏懼 續護國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鄭治祖

美國國務院日前以所謂「參與香港國安法實施」為由，對4名中國中央政府涉港機構官員及香

港特區政府官員，包括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副署長李江舟、警務處副

處長（國家安全）劉賜蕙、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實施所謂的「制裁」。香港特區署

理行政長官張建宗昨日在行政會議前回應記者提問時批評，美方的所謂「制裁」無理及野蠻，並

強調香港官員及市民都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國家安全，絕對不會被任何「制裁」所嚇倒。特區政府

發言人亦指，特區政府將無懼任何威嚇，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香港國安法。劉賜蕙則強調，她對

美國的所謂「制裁」毫不畏懼，將會繼續堅定不移，專心致志做好維護國家及香港安全的工作。

李桂華亦表示，美國不公平的「制裁」不會動搖他護法執法的決心。

美國財政部日前宣布，將對國務
院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中央

駐港國安公署副署長李江舟、香港警
務處副處長（國家安全）劉賜蕙、警
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等4
名官員實施所謂的「制裁」。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聲稱，該4名官員有份參
與執行香港國安法，未來將不可到美
國旅遊，而倘有美國相關資產亦會被
凍結，「今次行動突顯了美國決心追
究有份積極『破壞香港人民自由、香
港自治權』的關鍵人物。」

張建宗：港官不會被嚇倒
香港特區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昨日
在行政會議前回應記者提問時亦批
評，美方的「制裁」行動是無理及野
蠻地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及中國內政，
明顯違反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特區政
府完全不能接受，並強調香港官員及
市民都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國家安全，
絕對不會被任何「制裁」所嚇倒。
香港特區政府同日傍晚發表聲明，
表示強烈反對美國政府對4名中央政府
及特區政府官員實施所謂「制裁」的卑
劣行徑。特區政府將無懼任何威嚇，堅
定不移地貫徹落實香港國安法。
特區政府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特
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
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
政府。美國政府一再明目張膽及粗暴地
干涉香港特區事務，不合理地對維護國
家安全的中央人民政府及特區政府官員
施以霸凌行為，嚴重損害香港與美國在
各個層面的關係，亦令香港及國際社會

中很多人感到憤慨。」

港府：美霸凌行為令人憤慨
發言人指出，國家安全對每一個國

家，包括美國，都至為重要。無論是單
一體制還是聯邦體制的國家，國家安全
事務均屬於中央事權，國家安全的執法
工作亦屬中央管轄範圍。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20年6月30制定
的香港國安法與上述一致，在考慮到香
港特區的特殊地位，香港國安法授權特
區政府作為主要執行機關。
他續說，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
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特別行
政區居民根據基本法和國際公約適用
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享有的權利和自
由。「相關美國官員刻意無視這些法
律條文，以及香港的法治和獨立的司

法制度，作出毫無根據及以偏概全的
言論。」

強調港警續不偏不倚辦案
發言人並強調，香港警方有法定職

責維持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任何人
如果在香港的地方犯法，警方有法定
責任採取行動。警方的拘捕行動是根
據證據而進行，嚴格按照相關法律行
事。如果有證據顯示任何人犯法，無
論他/她是什麼身份或背景，都要面對
法律制裁，沒有人可以犯了法而不用
面對後果。警隊一直並會繼續公平公
正、不偏不倚地依法處理所有案件。
特區政府發言人重申，「維護國家

安全的工作，保障的是750萬香港市
民以至14億內地同胞的生命安全及利
益，責任重大。特區政府將繼續無畏
無懼，執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美擴「制裁」官員 港批野蠻無理
劉賜蕙：堅定不移維護國安 李桂華：不會動搖執法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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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華：不會動搖護法
執法的決心。 資料圖片

■劉賜蕙：堅定不移維護
國家安全。 資料圖片

九龍塘宣道小學一名教師有計劃地散
播「港獨」訊息，嚴重失德，上月被教
育局取消教師資格註冊。有媒體披露教
案全文，顯示該教師設計的教案刻意以
錯誤資料誤導學生，煽動學生仇恨特區
與中央政府。事實很清楚地顯示，教育
局的懲處決定正確，理據充分。教育局
有必要繼續檢視、徹查校園「播獨」情
況，清除教育界的害群之馬，學校必須
履行管理者的主體責任，引導教師正確
教學，保護學生不受荼毒。教協以所謂
程序公義等問題作擋箭牌，包庇「播
獨」教師，顛倒是非，根本是教育界的
最大毒瘤。

媒體披露的教案內容顯示，該名教師
利用課堂「播獨」絕對是有意為之、處
心積慮。教案散播 「香港眾多三合會仍
然未被政府取締」的謠言謊言，替「香
港民族黨」鼓吹「港獨」被取締鳴冤；
教案通篇羅列「港獨」組織的主張，卻
沒有引述憲法與基本法的相關條文，沒
有指出「港獨」不符香港的憲制地位及
客觀現實；教案還利用普通話、粵語的
差異，煽動學生歧視內地。這顯然不是
正常的多角度思考，而是向心智未成熟
的小學生灌輸「港獨」歪理、荼毒學
生。

涉事教師完全將課堂當成對學生灌輸
政治偏見的講壇，當中很多內容更會惹
人憎恨或者藐視特區和中央政府，或已
觸犯《刑事罪行條例》中的煽動意圖
罪。因此，該名教師的行為不只是違反
教育條例那麼簡單，被取消教師資格無

可非議，更可能要承擔刑責。
過去幾年尤其是修例風波期間，教師

「播獨」煽暴的現象層出不窮，不少學
生被人洗腦，淪為衝擊管治、破壞社會
穩定的棋子，結果落入法網，前途蒙
污，令人心痛，亦暴露失德教師荼毒學
子的嚴重禍害。教育局當然有必要從
速、從嚴調查個別教師「播獨」煽暴問
題，嚴肅處理，以儆效尤。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指出，教育局正研究引入不同的
罰則來懲處失德教師，以提升阻嚇力，
不能再做「無牙老虎」。學校更要本着
對學生、家長和香港負責的態度，配合
教育局的調查工作，檢討教師管理的不
足之處，落實學校對教育管理的主體責
任。

令人氣憤的是，即使失德教師「播
獨」煽暴彰彰明甚，但教協不僅不譴責
涉事教師，不理「播獨」煽暴違反特區
政府大政方針，反倒打一耙指責媒體洩
露內容，砌詞狡辯所謂「程序公義」，
強辯「涉事教師沒有辯解機會」云云。
涉事教師因「播獨」而被取消註冊，教
案就是最實在的證據，怎能不理教案內
容而空談程序公義？說到底，教協就是
涉事教師的共犯，以所謂「洩露內
容」、「程序公義」作擋箭牌，庇護
「播獨」分子。

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的憲制責任，教
育工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教育局、
校方和教師都要有正確認識，端正態
度，確保校園對「港獨」零空間，保護
學生健康成長。

處理「播獨」教師理據充分不容抹黑
香港各界近日強烈要求DQ 不斷拉布的攬炒派

議員，這些攬炒政棍及其傳媒喉舌竟然倒打一
耙，聲稱「中央要廢除基本法賦予立會議員的監
察權，想香港實行『一國一制』」云云。攬炒政
棍利用議員身份，騎劫議會、癱瘓施政，肆無忌
憚煽暴煽仇、包庇縱容「港獨」，不尊重香港的
憲制秩序，阻礙兩地交流融合，變本加厲挑戰
「一國」底線、損害香港繁榮穩定，他們才是破
壞「一國兩制」的罪人。中央堅定不移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市民有目共睹，不會容忍攬炒政
棍詆譭抹黑中央，堅決支持中央和特區政府依法
遏止攬炒惡行，保障「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
樣。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指出，始終準確把握「一
國」和「兩制」的關係。「一國」是根，根深才
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不久前
公布的「十四五」規劃建議要求，維護憲法和基
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落實中央對特
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和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落實好中央的全
面管治權，維護國家安全，香港這一制的繁榮穩
定才有保障；中央一以貫之支持香港穩健發展，
就是為了香港保持獨特優勢，在國家發展中發揮
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維護「一國兩制」用心良
苦，始終用實際行動努力彰顯「一國兩制」是香
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與「最佳制度安
排」，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

但是，攬炒派政棍長期把立法會當作政爭工
具，無所不用其極阻礙基本法23條立法、國歌法
等關乎國家安全、尊重國家象徵的法案通過；以
保持「兩制差異」為借口，百般干擾任何有利香

港和內地交流融合的政策和建設，廣深港高鐵、
港珠澳大橋等跨境大型基建均遭到攬炒派的阻
撓，港深合作、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則被抹黑為
「香港被規劃」，甚至中央支援香港抗擊新冠肺
炎疫情也遭污名化。香港發展寸步難行，深層次
矛盾難以解決，攬炒派是最大絆腳石。

更不可接受的是，從違法「佔中」到煽動修例
風波，攬炒派為日益氾濫的「港獨」暴力思潮推
波助瀾，充當「港獨」「保護傘」角色，修例風
波引發此起彼落的黑暴，令香港的法治穩定受重
創，市民安居樂業的大好環境蕩然無存，攬炒派
包庇「港獨」、乞憐外力制裁香港，縱暴煽仇，
難辭其咎。中央果斷出手，制定、落實香港國安
法，香港逐步由亂轉治，防止了「一國兩制」脫
軌，但攬炒派還不收斂，延任後繼續惡意拉布癱
瘓議會，開闢「議會戰線」，企圖延續黑暴對抗
中央的惡行。

攬炒派的所作所為，暴露其從未放棄過挑戰「一
國」原則，以窒礙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損害香
港繁榮穩定為能事，千方百計激化兩地矛盾，煽動
香港仇恨內地、敵視中央的情緒，企圖將香港變成
獨立的政治實體，令「一國兩制」實踐荒腔走板，
完全背離「一國兩制」的初衷。事實勝於雄辯，攬
炒派以動搖「一國兩制」根基、犧牲港人利益，作
為最根本的政治目標，謀取不義的政經暴利。攬炒
派才是破壞「一國兩制」的最大黑手。

中央一再重申，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正確方向前
進。廣大香港市民堅決支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
兩制」，支持中央和特區政府依法整治立法會亂
象，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確保「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攬炒派是破壞「一國兩制」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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