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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到美孚社區會堂抗議。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中國駐新西蘭使館發言人日

前分別發表講話，回應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五眼

聯盟」外長發表的聯合聲明。發言人批評「五眼聯盟」無端詆毀中國全

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決定，肆意抹黑中國政府對

港政策，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並

要求所謂「五眼聯盟」及其成員摒棄打「香港牌」遏制中國發展繁榮的

老舊套路，停止虛偽做派和雙重標準，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不要一錯再錯，又強調任何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圖謀

都注定失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駐紐使館：須遵守國際法

三駐外使館痛斥「五眼」聲明
批刻意抹黑中央對港政策 促停打「香港牌」勿一錯再錯

中國駐新西蘭使館發言人昨日就「五眼
聯盟」國家涉港聲明發表談話。發言人指，
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英國、美國外
長發表聯合聲明，公然對中國香港事務橫加
干涉，無端指責，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
反對。
發言人說，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
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預。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是堅持和完
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香港基本法
和香港國安法等有關規定的必然要求，也是
維護香港法治和特區憲制秩序的必要之舉。
公職人員，特別是掌握立法權的議員擁
護本國憲制性法律、效忠祖國，是各國基本
政治倫理。沒有哪個國家會對背叛祖國、違

背誓言、尋求外國或境外勢力干預、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聽之任之。
發言人批評，個別國家一再借《中英聯合聲

明》指責中國違反國際義務，罔顧法理與事
實，是完全錯誤的。香港回歸祖國後，《中英
聯合聲明》中所規定的與英方有關的條款已全
部履行完畢。英國對香港事務沒有任何監督的
權利，無權借《聯合聲明》干預香港事務和中
國內政。所謂「五眼聯盟」及其成員毫無資格
和理由對中國香港事務指手畫腳。
「惡之易也，如火之燎原，不可鄉

邇。」「善不可失，惡不可長。」中方敦促
所謂「五眼聯盟」及其成員恪守國際法和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不要一錯再錯，同惡相
濟。也希望有關國家堅持獨立外交政策，維
護雙邊關係政治基礎，不做傷害友好的壞
事，多做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好事。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19日表
示，英國及美國、澳大利亞、加拿
大、新西蘭「五眼聯盟」外長發表聯
合聲明，無端詆毀中國全國人大常委
會關於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決
定，肆意抹黑中國政府對港政策，公
然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中
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並予以強烈譴
責。
使館發言人在回答相關提問時

說，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
涉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其解釋和香港
國安法條文的理解和落實，特區政
府不能自行解決。全國人大常委會
作為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常設機
關，從中央層面對有關憲制性問題
作出決定，合理合法合憲，不容污
衊抹黑。

議員效忠祖國是基本政治倫理
發言人表示，公職人員特別是

掌握立法權的議員擁護本國憲制
性法律、效忠祖國，是各國基本
政治倫理。通過立法建立宣誓效
忠制度、明確議員資格、確保議
員對國家認同和政治忠誠，是國
際通行之舉。英國法律明確規
定，英國議會上下兩院議員在就
職前均須宣誓效忠王室。世界上
沒有任何國家會允許地方議會議
員勾結外國勢力、顛覆政權、分
裂國家，中國也不例外。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是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
體系、落實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
有關規定的必然要求，是維護香
港法治和特區憲制秩序的正當之
舉。這不會損害香港特區的高度
自治，只會有助於確保以愛國者
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和「一

國」前提下的高度自治；不會損
害港人權利自由，只會有助於遏
制反中亂港分子「打着民主旗號
反民主」「濫用言論自由扼殺他
人自由」，保障絕大多數港人的
合法權益和切身福祉。事實上，
沒有誰比中國政府更有誠意和決
心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
更關心香港繁榮穩定和港人權利
自由。回歸以來，香港自由度、
司法、法治等國際排名大幅躍
升，港人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權
利自由，成就有目共睹、舉世公
認。
發言人表示，英國等少數國家一再

借《中英聯合聲明》指責中國違反國
際義務，這是完全錯誤的。中國是第
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的國家，加
入了幾乎所有政府間組織，簽署了
500多項國際公約，始終履行應盡國
際義務。違背國際義務的帽子扣不到
中國頭上！那些借涉港問題干涉中國
內政的國家，才是踐踏國家關係基本
準則、違反雙多邊協議，才應受到國
際社會的強烈譴責。《聯合聲明》的
核心要義是確保中國收回香港。《聯
合聲明》共1,137個字、8個條款、3
個附件，沒有一個字、一個條款規定
英國在香港回歸後對香港承擔任何責
任，英國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
治權、無監督權。任何外國無權借口
《聯合聲明》干預香港事務、干涉中
國內政！
發言人指，中方敦促英國等少數國

家摒棄冷戰思維和雙重標準，停止拼
湊反華小團夥，停止干涉香港事務和
中國內政。中國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的決心堅定不移，捍衛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任
何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
圖謀都注定失敗！

駐英大使館：英無權干港事務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指，近日，美
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和英國外長
發表聯合聲明，妄議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
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所作決定。有
關言行是公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中方對
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表示，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
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有關規定，對
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是
堅持和維護「一國兩制」、香港法治和特區
憲制秩序的必要之舉，完全合情合理，合憲
合法。公職人員應擁護本國憲制性法律、效
忠祖國，天經地義。包括美國在內，沒有哪
個國家會對議員等公職人員違背誓言、背叛
國家的行徑聽之任之。香港特區作為中國的
一部分當然也不例外。
發言人說，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回歸

後，中國政府治理香港特區的法律依據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不
是《中英聯合聲明》。《中英聯合聲明》從
未賦予英國和任何其他國家在香港回歸後承
擔任何責任的權力。「五眼聯盟」沒有法理
依據，也沒有任何資格對香港事務指手畫
腳、說三道四。
聲明指，一個人如果心被蒙蔽，眼睛也
不會清澈，奉勸包括美方在內的「五眼聯
盟」國家，認真審視內心深處的種族優越
感，收起西方殖民香港時代的傲慢與偏
見，摒棄打「香港牌」遏制中國發展繁榮
的老舊套路，停止虛偽做派和雙重標準，
停止插手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把目
光更多放在自身亟需解決的國內治理問題
上。放眼今日之世界，任何對華施壓、損
害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圖謀都是
看不到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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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多個「黃工會」及
其代表打着「工會抗暴政，狙擊勞顧會」的旗號參
加今屆勞顧會選舉，「勞工界維護國家安全關注
組」4名成員昨日到位於美孚社區會堂的選舉票站
外抗議。
他們批評，「黃工會」代表絕大多數曾參與或鼓吹
黑暴，甚至有人表明參選是為了延續所謂的「逆權抗
爭」，但勞工處竟容許這些「港獨」分子參選，質疑
有人刻意包庇，或已違反香港國安法，促請政府嚴肅
跟進事件，勿讓勞顧會被「港獨」滲透。

團體促嚴肅跟進「獨」滲勞顧會

■第三屆「金紫荊
女企業家獎」頒獎
典禮圓滿舉行。圖
為金紫荊女企業家
協會主席林淑怡女
士致辭。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到場觀看電影《金剛
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為紀
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 70周
年，香港友好協進會日前特別舉辦兩
場愛國主義影片《金剛川》觀影活
動，以此形式向在戰爭中保家衛國，
建立不朽功勳的志願軍英雄致敬。全
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亦到場觀看。
在觀影前，全國政協常委、該會會

長唐英年表示，今年是抗美援朝70
周年，這個時間觀看電影《金剛川》
十分有意義。他說，抗美援朝期間，
新中國成立不久，世界地位比較弱
勢，但在我們的戰友、朋友需要幫助
的時刻，我們都不會吝嗇。中國派出
大批志願軍，雖然傷亡慘重，但我們
還是堅持打贏這場戰爭，這種精神值
得每一代中國人學習、傳承。
電影《金剛川》以抗美援朝中最後

一場大型戰役「金城戰役」為背景，
講述志願軍為向金城投放更多作戰力
量，在物資匱乏、與敵軍武裝懸殊的
情況下，用血肉之軀一次次修補戰火
中的木橋，幫助作戰部隊橫跨金剛川
的故事。
電影放映結束後，全場響起熱烈的

掌聲，至字幕結束還有部分觀眾不忍
離去。友好協進會副會長譚錦球說，
有國才有家，只有國家的富強，才有
香港的美好。如今我們生活在和平的
環境下，更應該銘記先輩們的付出，

老一輩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為國家拋頭顱、
灑熱血，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才有國家今天的
繁榮和安定。
該會副會長陳清霞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說：「我走出電影院，眼角仍然濕潤，心情難
以平復。我為自己身為中國人而驕傲。」她強
調，國家主權是老一輩人用生命換來的，對現
今有香港年輕人甚至立法會議員到外國游說制
裁中國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郭榮鏗退出政圈
CY：做美棋子下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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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美大使館：粗暴干涉內政

25人膺「金紫荊女企業家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嘉許傑
出女性企業家及表揚其企業家精神，金
紫荊女企業家協會昨日舉行「第三屆金
紫荊女企業家獎」頒獎典禮，今年共有
25位企業家獲獎，來自各行各業的得獎
者都希望藉自身的成功故事，鼓勵更多
女性創業，以及喚起商界對女性企業家
的關注。
今年大會為了令不同範疇的女性都能獲
得嘉許，特意將「金紫荊女企業家獎」拆
分為8個獎項，包括青年企業家、創新科
技及創意藝術等類別，再經由包括生產力
促進局主席林宣武、數碼港董事局主席林

家禮、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
為民在內的7人評審團，選出最後25名得
獎者。
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林

淑怡表示，今年環球受到疫情打擊，對企
業來說是無比艱難的一年，但作為企業家
正正就是要突破困難，所以今次大會選出
的得獎者，都是在各自領域中彰顯了領導
特質的傑出女性，相信能為社會樹立良好
榜樣，從而鼓勵更多女性為自己的事業而
拚搏。
擔任評委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

形容，得獎者在各自行業都有傑出成就，並推
動了行業發展，做到真正的回饋社會，獲獎是
實至名歸。同時希望一眾女企業家能以創新思

維及勇於嘗試的企業家精神，在業界繼續發揮
力量，並協助香港社會重回正軌。

特區政府因應全國人大常委會
關於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決定，
宣布公民黨的楊岳橋、郭榮
鏗、郭家麒及「專業議政」的
梁繼昌4人即時喪失議員資

格。郭榮鏗接受Now新聞專訪時表示，決定
結束8年的政治生涯，日後將不再參選。
郭榮鏗在訪問中聲言，他在7月30日被裁定

立法會選舉提名無效當日，已決定不會再參加
任何選舉，並稱議會式政治已經「過時」，未
來應如何向前走要交由年輕人決定。
被問及他是次被DQ的原因之一，是他曾去信

美國政府乞求制裁香港，郭榮鏗稱：「人生如
棋，落子無悔，當時想清楚要做的事就做。」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fb發帖，引用郭榮

鏗在訪問中稱「人生如棋，落子無悔」這句
話，揶揄道：「郭榮鏗不是棋手，而是甘心做
美西國家的棋子。」他並在帖中標註「又一個
枉費山姆叔叔（美國）的悉心栽培」。
梁振英在另一帖子中還批評，郭榮鏗和絕大

多數公民黨成員一樣，以為身為大律師、以為
英語靈光就懂國際政治，其實統統是初哥，結
果是被外國人吸收，又針對有人宣稱郭榮鏗
「溫和」仍被DQ一事：「郭榮鏗溫和？溫和
不溫和要看政治立場，歷史上不少賣國賊表面
上都是溫文儒雅的。郭榮鏗絕不溫和。」

網友:亂港卻全身而退
曾助「獨人」梁天琦等攬炒派中人參選的學

聯前常委張朗軒就發帖爆粗鬧郭榮鏗：「呢啲
就係典型風光彩拎盡，折墮即走佬啦。×你
啦，好似好×型咁，咪又係經唔起風浪！……
我霸左（咗）個位都耐啦，依（）家舊爛屎
你地（哋）班後生仔搞啦～」時事評論員王岸
然亦鬧：「原來在他心目中『從政』只限做尊
貴議員。×！」
唔少網民都唔滿意郭榮鏗搞到香港立立亂，

現在就「全身而退」。「Tony HO」質問：
「攬炒亂港幾年，現在一聲退出，真係可以這
樣便算數和當無事嗎？人在做，天在看，總有
一日要找數的。」「Yau Sp」就話：「呢啲
咪不負責任，搞串左（咗）個場，之後自己走
先。」
「Hauleung Chan」揶揄：「佢就可能已經

斬咗一筆夠退休啫。咁樣佢D（啲）手足點收
場咩？」「Fu Tsun Hung」亦話：「我心痛年
青(輕)人被重判，而他和同黨卻能全身而退！」
「Dominic Tang」嘆道：「落子無悔，可惜年
青（輕）一代成為后（後）翼棄兵，香港成為
殘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三駐外使館嚴厲譴責三駐外使館嚴厲譴責「「五眼聯盟五眼聯盟」」對香港事對香港事
務指手畫腳務指手畫腳。。圖為示威者高舉英國旗龍獅旗圖為示威者高舉英國旗龍獅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