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4
責任編輯：張志宏 2021年7月23日 星期五要聞

美抹黑國安法謊言不攻自破
特區政府批美方言論自相矛盾違反邏輯外交

公署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美國國務
院發表的投資環境報告中對香港國安法
的惡意抹黑和指控毫無理據，重申香港
國安法的實施維護了香港 「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保障了社會的安全穩定，
並鞏固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有利於吸引更多全球各地的投資者
前來營商和投資。

香港仍是美國熱門投資地
陳茂波說： 「美國政府多次試圖抹

黑香港國安法，粗暴干預香港事務，我
們強烈反對並予以譴責。我們絕不認同
報告中有關香港國安法的惡意評論。投
資環境報告一方面試圖誣衊香港國安
法，另一方面卻表示香港仍是美國的熱
門投資和貿易地點，指香港具備世界
級的監管架構，提供具競爭
力的金融、貿易及專業等服

務。有關說法證明美國政府的言論自相
矛盾，違反邏輯，對香港國安法的指控
不攻自破。」

陳茂波表示，特區政府繼續歡迎海
外企業，包括美國企業來港設立辦事
處，及以香港作為它們的區域總部或區
域辦事處。現時約有9000家內地及海外
公司在香港設立辦事處，當中超過40%
更以香港作為地區總部或地區辦事處。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的
《2021年世界投資報告》，香港亦是
2020年全球第三大的外來直接投資目的
地，這證明在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下，香
港的投資環境更趨穩定。

美方強盜邏輯令人憤慨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

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結束
「港獨」 猖獗、 「黑暴」 肆虐、

「攬炒」 橫行，香港特區管治秩序恢復
正常，施政環境得以改善，社會正義充
分彰顯，經濟金融繼續堅挺，香港市場
和投資環境更加穩定。一年來，香港的
新股集資額和銀行體系總存款額等重要
經濟指標均大幅增長，國際金融機構紛
紛在港增聘人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
表報告再次肯定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鐵一般的事實早已說明香港國安法
是維護國家安全、香港社會安定、香港
市民安寧之法。美方關於香港國安法影
響特區營商環境的謊言早已不攻自破。

發言人指出，美方整日把維護香港
法治掛在嘴邊，卻對特區執法和司法機
關依法辦案施壓脅迫，為違法犯罪分子
說項開脫，將政治操弄凌駕於法律之
上。 「美方這種 『翻手為雲，覆手為
雨』 的強盜邏輯實在令人憤慨和不
屑！」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日前發表講話，強
調美國所謂 「制裁」 是在干涉中國內政，是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針對
美國國務院發布所謂投資環境報告，抹黑香港國安法，特區政府表示 「絕不
認同」 ，批評美方言論 「自相矛盾，違反邏輯」 ，突顯其 「雙重標準」 。外
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亦指出，美方關於香港國安法影響特區營商環境的謊言
早已不攻自破。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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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多個市民團體昨日自發前往美國駐港
總領事館，聲討美帝霸權，譴責美國
無理制裁，抹黑香港營商環境，粗暴
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抹黑港營商環境用心險惡
美帝霸權調查組發言人表示，美

國國內的國安法是全球最嚴厲的法
律，有數十名未經審訊的宗教狂熱恐
怖分子，被美國以國安為名囚禁，至
今已十多年。

今天美國政府竟然否定香港保護
自己家門的國安法，是何等雙重標準
和偽善！況且，守法商人毋需害怕法
律，美國商會也發出聲明，表明無意
撤離香港，說明香港的穩定環境更有
利營商，美國政府這種損人不利己的
行為，嚴重違反自己一直奉為神聖教
條的 「自由貿易」 法則。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
會」 會員亦前往美領館，抗議美國干
預港事，並呼籲社會各界看清美國干
預香港事務、肆意衝擊 「一國兩制」
紅線、抹黑香港營商環境，以達到遏
制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

會員表示，不容任何外力以任何
方式干預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
任何政治打壓、抹黑誣衊並公然挑釁
中國主權的行為，都只是徒勞，而美
方的所謂 「制裁」 ，也只會是廢紙一
張。

「反黑金─反港獨關注組」 表
示，中國人熱愛和平，並不代表怕
打，奉勸美國政府不要煽風點火，惹
是生非。有市民稱，美國政府對中國
內政評頭論足，對國家步步緊迫，
「我們身在香港，背靠祖國，絕不能
容忍美國再抹黑中國、欺負中國
人。」

多個團體赴美領館聲討霸權雙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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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華僑華人總商會等多個團體昨日來到美國
駐港總領事館外，強烈譴責美國粗暴干預香港事
務及中國內政。 中新社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
報道：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
日前發表講話指出，美國所謂
「制裁」 踐踏國際法、干涉中
國內政，是 「搬起石頭砸自己
的腳」 ，只能更激起中國的憤
怒。本港學者和政界人士紛紛
表示，所謂 「制裁」 絲毫不會
影響香港本地的立法及行政工
作，對於香港營商聲譽亦無法
產生負面影響，反而會令中央
更堅定阻止反中亂港 「代理
人」 繼續作惡的決心。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
兆佳表示，美國此時的種種行
為，更加證明美國是 「黑暴」
的幕後黑手。這些 「制裁」 不
但不會改變中央在港 「撥亂反
正」 的工作，反而會更加堅定
「掃除」 其 「代理人」 的決

心，阻止他們繼續對香港造成
危害。對於美國對香港營商環
境的抹黑是否會產生實質影
響，他認為除非美國出動行政
命令或立法，強行令美資機構
離開；否則美國商會都已認可
香港是投資好地方，有利於進
入中國市場，絕無離開理由。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宋小
莊指出，在港商人都會有自己
的獨立判斷，兩年前的香港社
會混亂，投資風險不容小覷，

如今有國安法 「保駕護航」 ，
情況明顯好轉；事實上也並未
見到 「大範圍撤資」 的情況。
他認為，中國無需繼續忍受挑
釁，着眼美國人權及種族問
題，以輿論進行反擊。

國安法是香港「守護神」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

表示，美國 「制裁」 的理由屬
於我國內政，但無論頒布國安
法還是完善選舉制度，都有法
律基礎。她相信，香港本地的
立法及行政工作將一切如常，
不會因為所謂 「制裁」 與恐嚇
受到影響。

民建聯副秘書長、觀塘區
區議員顏汶羽指出，中美兩國
是世界經濟發展的 「火車
頭」 ，美國應向中國尋求合作
共贏，而非抗爭，任何無意義
的 「制裁」 只會是自欺欺人的
行為，既不利己，也不利人。
美國應該搞好自己國家，才可
獲世界尊重。

香港菁英會主席凌俊傑表
示，國安法是香港繁榮穩定
「守護神」 ，香港亦無需懼怕
美國所謂 「制裁」 ，反而應該
以愛國愛港為核心的主流價值
觀，該會將致力團結各方力
量，做好自己，成為真正的愛
國愛港的青年菁英。

▲市民高舉漫畫諷刺美方抹黑香港營商環境遭
「打臉」 。 中新社

取締民陣勿再等黑暴繪本荼毒兒童 依法懲治不手軟

龍眠山

香港國安法落實一年來，攬炒派
組織紛紛解散，連反中亂港最大喉舌
的《蘋果日報》也在上月底關門，但
作為攬炒派最大平台的 「民陣」 至今
仍在垂死掙扎。市民強烈要求盡快取
締，以免再為禍香港。

憑着反對 「二十三條立法」 起家
的民陣，成立十九年來劣跡斑斑，罪
惡昭彰，包括勾結外力破壞特區政府
施政，涉嫌違反國安法；組織非法遊
行，為黑暴推波助瀾。而被踢爆有
500萬資金不知去向，民陣至今解釋
不清，仍是一筆混賬，被質疑收受外
國黑金及洗黑錢，心中有鬼。

最諷刺的是，民陣這麼一個能夠
「呼風喚雨」 的組織，居然沒有註

冊，多年來以社團形式運作，掛靠別
人的銀行戶口及借用別人的地點，是
一個徹頭徹尾的非法機構。眾所周
知，香港成立組織手續簡單，反對派
政黨也是多如牛毛，最低三個人就可
以拉出一個山頭，但民陣卻長期不註
冊，原因何在？

在香港國安法威懾之下，民陣會
員組織紛紛畏罪切割，今年也未能舉
辦七一遊行，但民陣拒絕解散，僅僅
宣布不再舉辦活動而已。其召集人雖
然被捕，但仍有 「臨時召集人」 。很
明顯，該組織仍在負嵎頑抗，所謂不
舉辦活動、 「完成歷史任務」 不過是
避風頭，是障眼法，暫時潛伏起來等
待死灰復燃的時機。

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
掉。立即取締民陣是民意的強烈呼
聲，也是維護法治的應有之義。香港
是法治之區，法律的工具箱中有大量
可用的工具，何況還有香港國安法這
把鎮邪寶劍，取締民陣不存在任何法
律問題，關鍵在行動。

相 比 早 已 取 締 的 「香 港 民 族
黨」 ， 「民陣」 存續時間更長，幹的
壞事更多，對香港的破壞更大，罪孽
也更重，沒有任何理由坐視其苟延殘
喘。正如有市民指出，民陣活一天都
嫌多！

警方國安處破獲一個利用出版物
荼毒兒童的攬炒派組織，5名 「香港言
語治療師總工會」 骨幹成員昨日被
捕。這宗案件說明，攬炒派已改變手
法，將街頭暴力 「硬對抗」 轉向 「深
耕」 ，滲透藝術、出版、表演等文化
領域搞 「軟對抗」 ，這更有欺騙性亦
更危險，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依然任重
道遠。

兒童都喜歡寓言故事，攬炒派利
用孩子們的天真，以寓言故事作包
裝，對孩子進行 「洗腦工程」 。 「香
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 出版了三本
「繪 本 」 ， 書 中 將 香 港 比 作 「羊

村」 ，將警察比作 「狼」 ，將 「12逃
犯」 比作 「羊村守衛者」 ，向兒童灌
輸錯誤思想，令兒童誤以為犯下多宗
暴力罪行的12逃犯是所謂 「好人及勇
士」 ，真正守護香港的警察卻被抹黑
為 「壞人」 ，這明顯是在美化罪犯，
煽惑仇恨。

秦朝趙高因 「指鹿為馬」 而遺臭
萬年，香港攬炒派顛倒黑白，置換羊

狼角色，居心更是惡毒。 「香港言語
治療師總工會」 以工會組織為名從事
非法活動，明顯違反工會註冊條例；
被捕者以出版物煽動暴力及鼓吹仇
恨，不僅涉及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十
條，也涉嫌違反國安法第二十九條第
五款，也即 「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
香港特區居民對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
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嚴重
者可判十年以上徒刑。

攬炒派將黑手伸向兒童已是可
恥，將先天不足的孩子當成政治工具
更是無恥之尤。需要言語治療的孩子
多有一些溝通障礙，攬炒派聲言 「為
無聲者發聲」 ，可謂缺德到極點！

事實上，攬炒派一向利用弱勢者
進行所謂的抗爭。一些政客曾在台灣
「取經」 ， 「佔中」 期間將老弱婦孺

推到最前線，以增加警方執法的阻
力。前年黑暴期間，攬炒派故伎重
施，不少衝在最前面的年輕人是所謂
「小白」 ，當這些人被送上法庭時，

攬炒派又大打 「悲情牌」 ，要求法庭

網開一面 「放過」 這些智障人士。其
實，最應該 「放過」 他們的不正是攬
炒派嗎？如今他們用另一種面目示
人，意圖種下仇恨種子，以延續黑暴
「火種」 。

攬炒派從不諱言對恐怖活動的
「欣賞」 ，7月1日發生 「孤狼」 刺警

恐襲事件後，相關工會將兇手美化為
「烈士」 ，並主張穿上黑衣、帶上白

花悼念，甚至揚言 「接下來就看我們
了」 云云，他們想幹什麼已是昭然若
揭。

值得一提的是， 「香港言語治療
師總工會」 成立於2019年11月底，當
時攬炒派為實現奪權 「三部曲」 而成
立大量工會，這些組織都是掛工會羊
頭、賣政治狗肉，仍在繼續以各種
面目搞洗腦滲透等活動。政務司司長
李家超日前指出，香港存在 「三類」
國安風險，其中第二類就是將危害國
安的思想轉變為 「軟性宣傳對抗，滲
透藝術文化影響市民」 ，這正是需要
清理的重點領域！

▲國安法是香港 「定海神針」 ，獲社會各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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