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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外力威脅 堅決維護國安
港府：遇外國干港事必譴責 不論政治背景違法必究

香港警方國安處依法拘捕五十多名涉嫌違反香港

國安法的攬炒派中人，英美等國家隨即發表聲明，聲

稱這反映了香港國安法立法的目的是要「打壓」「迫

害」香港的「民主派人士」，甚至要求特區政府「即

時釋放」有關人等。香港特區政府昨日發表聲明，發

言人強調，不論嫌疑人的政治背景，執法機關都有責

任對違法行為採取行動，並對某些海外政府官員似乎

作出持某種政治理念的人應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論感到

震驚。發言人強調，特區政府有堅定決心、毅力和能

力執行香港國安法，「我們無懼任何海外政府的制裁

威脅，亦會毫不猶豫譴責粗暴干預香港事務的外國或

境外勢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聲稱，在香港「遭受共產黨壓迫」時，
美國「不會袖手旁觀」，要把香港人民「從壓迫中解救出

來」，要求特區政府應該「立刻無條件釋放」是次被警方拘捕的53
人，更恐嚇稱美國將會考慮對參與這次「攻擊香港人民」的任何及
所有個人和實體實施制裁和其他限制。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反駁，表示香港國安法旨在依法防範、制止
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列明，
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
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即屬犯罪。「政見上的多元
與試圖嚴重破壞政府依法履行職能之間存在清晰的界線，任何國家
都不會容忍這種歹毒的圖謀。」

強調無人可凌駕法律之上
發言人強調，香港國安法或特區內任何法律，對香港每一個人皆

平等適用；無人可凌駕於法律之上。「對於某些海外政府官員似乎
作出持某種政治理念的人應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論，我們感到震
驚。……香港對其法治引以自豪。不論嫌疑人的政治背景，執法機
關都有責任對違法行為採取行動。拘捕行動是根據證據而作出，並
嚴格按照相關法律和條例行事。」
針對英美等外國政府對香港國安法的抹黑，特區政府發言人指
出：「與一些海外評論者的指控剛剛相反，香港國安法清楚列出所
規定的四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和刑罰。與此同時，香港國安法有
特定條文，保障市民在基本法及國際有關人權的公約適用於香港的
有關規定下所享有的權利和自由。該法律亦體現了無罪推定；一事
不再審；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辯護
權和其他訴訟權利。」

批外力持雙標詆毀國安法
發言人說：「這些特點使香港國安法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相類似的
國家安全法律看齊，甚或更佳。眾多海外評論者妄語詆毀香港國安
法，明顯地是採取雙重標準，只會暴露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香
港的偏見。」
發言人指出，自香港國安法落實以來，由2019年6月起困擾市民
多月的街頭暴力已經大為消減，社會恢復穩定。市民的合法權利和
自由得到保障，罪犯亦在香港獨立的司法制度下被繩之以法。對香
港的繁榮以及本地和外國企業在香港的商業活動而言，穩定的環境
均極為重要。
發言人最後強調，特區政府有堅定決心、毅力和能力執行香港國
安法，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和穩定。「我們
無懼任何海外政府的制裁威脅；亦會毫不猶豫譴責粗暴干預香港事
務的外國或境外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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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就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英國外相藍韜文等抹黑香港
警方拘捕五十多名香港攬炒派中人
的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強調，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法外特
權，並強調中方堅定支持香港特區
有關部門依法打擊違法犯罪行為，
並已就藍韜文的有關言論向英方提
出嚴正交涉。
華春瑩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
法外特權。有法必依，違法必究，
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中方堅定支持
香港特區有關部門依法打擊違法犯
罪行為，堅決反對任何國家、任何
組織、任何個人以任何方式干預香
港事務、干擾香港法治。
她指出，一段時間以來，特朗普
政府內少數反華政客不斷上演「最
後瘋狂」，不擇手段利用所剩任期
蓄意破壞中美關係，服務其個人政
治私利。這種伎倆逆歷史潮流而

動，違背兩國人民友好民意，必將
受到歷史的懲罰。 中方敦促美方立
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方利
益、破壞中美關係的言行。中方將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自身主
權、安全利益。美方必將為其錯誤
行為付出沉重代價。
華春瑩引用蓬佩奧的話，美國國

會被示威者衝擊是不可接受的，
「在香港發生的暴力事件，他就可
以接受嗎？」她批評蓬佩奧稱要將
香港人民「從壓迫中解救出來」，
但「今天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
人民生活得非常好」，又提到社交
媒體上流傳一句調侃：「如果美國
看到美國正在對美國做的事，美國
肯定會譴責美國，並鼓動解放美
國」，「蓬佩奧先生是不是應該考

慮一下如何制裁自己？」

籲英方收起虛偽雙標
針對藍韜文的有關聲明，華春瑩

指出，被捕者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第二十二條規定的顛覆國家政權
罪。中國是法治國家，香港是法治
社會。中方堅定支持香港警方依法
履職，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的安全
和穩定，並已就藍韜文的有關言論
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
她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

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英方應該放
下殖民心態，放棄在香港延續殖民
影響的幻想，收起虛偽和雙重標
準，切實尊重中國主權，立即停止
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干涉中
國內政。

英美抹黑港警 外交部促停干港事

香港文匯報訊 在
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
處以涉嫌觸犯香港國
安法拘捕超過50名
攬炒派中人後，台灣
民進黨在社交網發
文，聲稱是次拘捕行
動「顯示香港已被中
共紅色恐怖全面籠
罩」。據新華社昨日
報道，國台辦發言人
朱鳳蓮應詢指出，香
港特區政府依法制裁
違法分子天經地義。
民進黨當局大放厥
詞，再次暴露其不自
量力、亂港謀「獨」
的邪惡本質。他們必
須停止這類政治操弄
香港事務、企圖為違
法活動打氣的卑劣行
徑。頑固積累謀
「獨」罪惡，必將自
食惡果。

香港文匯報訊 在香港警方拘捕
逾五十名攬炒派中人後，英國外相
藍韜文發表聲明抹黑香港國安法，
又聲言會繼續透過BNO向港人提供
在英工作、讀書的「權利」云云。
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在回答記者
問時表示，中方對英方罔顧事實，
無端指責中方，公然干預香港事務
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並敦促
英方認清香港已回歸中國的現實，
客觀公正看待香港國安法和警方依
法履職行動，立即糾正錯誤，停止
借口《中英聯合聲明》插手香港事
務、干涉中國內政。
藍韜文在聲明中聲稱，香港警方

逮捕多名政客和活動分子是「對《中
英聯合聲明》所保障香港權利與自由
的攻擊」，「證明中國和香港當局故
意就香港國安法真實目的誤導世
界」，「英國將繼續為香港英國國民
（海外）（BNO）提供在英居住和工作
的權利。」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在答記者
問時表示，戴耀廷等53人涉嫌違反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的顛覆國
家政權罪。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在任
何國家都絕不能被容忍。中國是法治
國家，香港是法治社會，我們堅定支
持香港警方依法採取相關行動。英方
有關聲明罔顧事實，無端指責中方，
公然干預香港事務，中方對此表示強
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他強調，香港國安法旨在有效堵

塞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
漏洞，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國安法針
對的是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
分子，香港居民享有的正常權利和
自由沒有受到任何影響。香港國安
法頒布實施後，香港開啟了由亂向
治的轉折。

批英違諾改BNO居留權
發言人並表示，中英曾就BNO

護照問題互換過備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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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意單方面
改變有關做法，明顯違背自身承
諾，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我們對此堅決反對，並將採取
相應措施，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由
英方承擔。
發言人強調，香港事務是中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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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
預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任何
干涉施壓的圖謀都絕不會得逞。中
方敦促英方認清香港已回歸中國的
現實，客觀公正看待香港國安法和
警方依法履職行動，立即糾正錯
誤，停止借口《中英聯合聲明》插
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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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春瑩強調，中方堅定支持香港
特區有關部門依法打擊違法犯罪行
為。 外交部網站截圖

●特區政府發言人強調，不論嫌疑人的政治背景，執法機關都有責任對違法
行為採取行動。圖為警方國安處前日舉行記者會，講述拘捕逾五十名攬炒派
分子的行動。 資料圖片

●戴耀廷（左一）前日被警方國安處人員拘捕，一度被押到馬鞍山警署扣
查。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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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煽惑的激進分子闖入
國會山莊，肆意搗亂破壞，與警方爆發激烈
衝突。事件引發全球震驚，更深刻揭示法治
在任何制度下都必須堅守，這才是根本的普
世價值。即使標榜為「世界民主燈塔」的美
國，如果無法治對民主自由加以制約和保
障，民主會墮落為民粹乃至暴民政治，自由
也難以保障；為謀一己之政治私利而煽動暴
力、鼓動民粹，必遭千夫所指、千古唾棄。
此次事件反證本港依法遏止修例風波、懲治
黑暴的正當合理，任何美化暴徒、抹黑香港
警方文明執法的作為，根本是雙重標準；事
件更提醒港人，不應該再迷信所謂「國際標
準」的民主制度，而應根據香港的憲制地位
和實際情況，尋求在「一國兩制」下最適合
自己的制度模式和發展道路。

暴徒硬闖國會，挑戰警方釀成死傷，這道
「美麗風景線」降落在被視為世界法治、民
主、自由楷模的美國，而且在象徵民主的議
會殿堂上演，美國主流社會和國際社會都感
到詫異、震驚、失望。美國是歷史上第一個
確立「民主憲政制度」的國家。美國開國元
勳、《獨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約翰‧亞當

斯，於1776年在《關於政府的思考》一書中
寫道：「共和國是法治的天下，不是人治的
帝國」，他認為不以理性和法治觀念引導的
民主，勢必走向其反面墮落成暴民政治，而
民主的精神也將在大眾聲嘶力竭的呼喊聲中
耗盡自己的能量；著名法學家海耶克在《自
由的構成》亦指出，自由的真正基礎是法
治，保障自由所依賴的不是權利而是法治。

法治將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為民主創造
可操作的、穩定的運行和發展空間，為民主
的健康發展保駕護航；以法治為基礎的民主
方為有序的民主，可以保障絕大多數人自由
權利的民主；如果失去了法治根基，民主很
可能走向無序，甚至可能導致社會動盪乃至
戰亂，損害大多數人的基本自由權利。特朗
普支持者衝擊國會，正正是以政治私利凌駕
法治、行暴力民主，是對法治公義良知的挑
戰，因此受到美國和全球主流輿論、有識之
士眾口一詞的口誅筆伐。

特朗普的副手、美國副總統彭斯，譴責示
威者闖入國會山莊觸發衝突，強調示威者沒
有獲得勝利、暴力亦永不會獲勝；候任總統
拜登表示，美國民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侵

犯」；奧巴馬、喬治布什等四位美國前總統
對暴力事件表示譴責；摩根大通、貝萊德、
高盛等多家華爾街大戶紛紛呼籲終止暴力行
為；包括美國的歐洲盟友在內，全球多國領
袖一致譴責美國國會的暴力事件，法國總統
馬克龍鼓勵美國民主力量絕不要後退，德國
總理默克爾則強力譴責暴力衝擊國會選舉程
序是粗暴踐踏民主；推特、臉書及YouTube
等社交平台以煽動暴力為由將特朗普的視頻
撤下，推特、臉書及Instagram先後暫停特朗
普的賬戶。世界各國領袖、機構和人民向暴
力說不，展示對暴力零容忍的堅決態度。

為制止暴力，華盛頓特區派出2,700名陸
空國民警衛隊人員到場驅散示威者，有執法
人員直接向示威者開槍；華盛頓特區已實施
宵禁，並宣布公共緊急狀態保持15 天，直
至美國總統就職日。美國執法機構止暴制
亂、維護法治秩序，基本沒有引起國內外爭
議和質疑，主流輿論將之視為正當必要之
舉。

此情此景，難免令香港人和正義輿論疑
惑，去年香港修例風波期間黑色暴力頻頻發
生，暴徒衝擊立法會的一幕，和今天美國發

生的事件如出一轍，為何當時美國部分媒體
和政客卻用「亮麗的風景線」來形容香港的
暴力行為，把暴徒美化成「爭取民主自由英
雄」，還說「美國人民和他們站在一起」；
為何大肆污衊、攻擊香港警方依法止暴制亂
的正當行動，美國政府更對香港警隊實施無
理制裁。美國部分政客、媒體對待香港和美
國的暴力事件的態度截然不同，除了暴露其
雙重標準的虛偽之外，縱容煽動暴力反中亂
港的居心更無可遁形。

美國此次暴力事件因總統大選而起，也值
得香港社會深刻反思。香港在「一國兩制」
框架下，已納入國家治理體系，香港是應該
在尊重國家憲制秩序的前提下，按照基本法
的規定，探索符合國情港情的治理和發展模
式，還是執迷不悟，繼續硬求「符合國際標
準的真普選」？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
知道。汲取美國暴力事件的教訓，看清法治
和民主的關係，香港有必要認真反思檢討被
扭曲的民主法治觀念，從思想觀念上撥亂反
正。港人和世界各國人民都一樣，都應在法
治、民主、自由的環境下，享有和平、穩定
和安全。

堅守法治才是普世價值 看清雙標才能驅除迷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