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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讓全世界聽到正義的聲音

美國多次借《蘋果》停刊搞事

外交部昨日發布《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支援反中亂港勢力事實清單》，系統
梳理了2019年至今，美方干預香港事務，插手中國內政的斑斑劣跡。香港各界對
此紛紛表示支持，指出清單列出102條實證，是對美國以往對我方的扭曲和抹黑
言行進行撥亂反正，讓全世界人民聽到來自中國的聲音，來自正義的聲音。

支持外交部撥亂反正 警醒港青回到正軌

大公報記者 陳 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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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布的《美
國干預香港事務、支持反中
亂港勢力事實清單》，多次

列出美國炒作《蘋果日報》停刊以及壹傳媒高
層被捕的惡行。第一類的 「炮製涉港法案」 ，
2021年6月24日，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薩斯提出
「香港民主國會金質獎章法案」 ，鼓動向黎智

英、羅偉光、張劍虹、周達權、陳沛敏、張志
偉、楊清奇等香港《蘋果日報》高管及該報所
有工作人員頒發美國會金質獎章。

唱衰香港 炮製商業警告
《事實清單》第二類的 「悍然實施制裁」

中提到，2021年7月16日，美國國務院、商務
部、國土安全部和財政部以特區實施香港國安
法、《蘋果日報》停刊等為由，炮製所謂 「香
港商業警告」 ，抹黑香港營商環境，唱衰香港
發展和 「一國兩制」 前景，並宣布制裁7名香港
中聯辦官員。

第三類 「污衊詆毀特區事務」 ，2021年6
月24日，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網站發表聲明，
以新聞自由為藉口，誣稱《蘋果日報》停刊
「對媒體自由來說是悲傷的一天」 ，標誌着
「北京正在加強鎮壓力度」 。至於第五類的
「多邊串聯施壓」 ，2021年7月10日，美國國

務院網站發表美歐等21國所謂 「媒體自由聯
盟」 成員聯合聲明，對《蘋果日報》停刊、逮
捕反中亂港分子表達強烈關切，並無理指責特
區依法辦案，抹黑香港國安法，詆毀中央對港
政策。

另外，清單亦多次提到反中亂港人士的惡
行，例如提及前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有8次，而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的名字就有7次，另外民主
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和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分別有6次和5次。至於美國前任或現任官員方
面，當中前國務卿蓬佩奧最多，有16次，而現
任國務卿布林肯亦有9次。

龔學鳴

新聞縱深

•2019年9月17日，美國
「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會」 組
織安排黃之鋒、何韻詩、羅冠聰、張崑陽
等參加所謂 「香港抗爭之夏」 及美方政策聽證會，
為上述人員兜售 「港獨」 主張、散播政治謊言、抹
黑中央和特區政府等提供平台和支持。

•2020年7月21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倫敦單
獨會見潛逃英國的 「港獨」 分子羅冠聰，為其撐腰
打氣。羅大肆抹黑中央和特區政府，呼籲美加大對
華施壓。

•2019年10月12日至13日，美國聯邦參議員克魯茲
訪港，會見黎智英、陳方安生、郭榮鏗、莫乃光、
梁穎敏等反中亂港頭目，並公然身穿黑衣出現在示
威現場，對媒體稱 「沒有看到暴力」 ，污衊克制執
法的香港警隊是 「暴力鎮壓」 。

•2019年10月22日至26日，反中亂港分子黎智英、
李柱銘等赴美竄訪，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時任
助理國務卿史達偉、 「國會─行政部門中國委員
會」 主席麥戈文以及多名美國會議員會見。

•2019年5月13日至17日，李柱銘、李卓人、麥燕
庭、吳靄儀、涂謹申、羅冠聰六人赴美竄訪。美國
國會眾議長佩洛西、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白宮國安
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波廷傑等會見。美 「國會─行
政部門中國委員會」 組織安排上述人員參加所謂香
港問題聽證會，敦促特區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
訂草案。

•2020年3月21日，美國駐港總領事史墨客會見黃之
鋒、張崑陽、梁晃維等，接受黃遞交的所謂 「請願
信」 。黃乞求美通過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制裁
特區政府官員和警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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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香
港北京交流協進會會長施榮懷表示，由違法
「佔中」 到2019年的黑暴，都是美國充當背後
的黑手，不斷通過各種手段來抹黑特區政府、
抹黑中央，其反中亂港的惡行是罄竹難書！外
交部此次發布 「清單」 ，將美國的惡行公之於
眾，讓廣大香港市民更充分地看到美國是如何
利用 「代理人」 以及 「走狗」 來破壞國家、破
壞香港的，而他們的最終的目的就是不希望香
港實施國安法、落實愛國者治港，不希望香港
繁榮穩定。

國安法堵塞漏洞 香港由亂及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引泉表示，外交部此

次列舉了美國反中亂港的一系列清單，證明了
在過去一段時間，美國把香港當做反對、遏
制、抹黑以及打擊中國的一個基地，這是最近
美國的兩屆政府一貫伎倆，也是美國對華戰略
的組成部分。

李引泉說，全國人大通過了香港國安法，
這是中央對美國反華勢力進行反制的一個重要
措施，及時堵住了美國利用香港來遏制中國的
空間。他表示，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已經
收到非常好的效果，這些與外國勢力勾結的反
中亂港分子受到應有的制裁，香港從此走向由
亂及治的良好狀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外交部 「清

單」 中公布的一樁樁一件件鐵證如山，可以讓
香港市民更加直觀地看清楚，不會再有誤會。
他說，只有經歷了黑暴的事件，才能明白美國
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將香港的青年人當做棋
子和炮灰，最終損害了香港青年人的生命和前
途，雖然黑暴事件的教訓很大，但是能讓香港
青年人警醒回到正軌。

陳勇表示，以往，美國以霸權主義操控很
多國際媒體，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現在隨着
國家的強大，人民團結，有了保護自己的力量
和權利。他說： 「我們把這些列出來，是對美
國以往的扭曲和抹黑進行撥亂反正，令世界人
民聽到來自中國，來自正義的聲音，有助提升
中國在世界上的話語權。」

美國不擇手段侵犯中國主權
原全國政協常委、律師會前會長劉漢銓表

示，外交部在此時公布 「清單」 列舉美國反中
亂港的事例，可以讓香港市民乃至全世界人民
知道真相，美國以及一些外國勢力是如何不擇
手段地插手香港事務，侵犯中國的主權的。他
說，外國的一些媒體甚至部分香港媒體都存在
偏頗，對美國反中亂港的事件視而不見，蒙蔽
了市民的眼睛。因此外交部通過公布清單的方
式，擺明事實和依據，讓香港市民乃至全世界
的人都能明辨是非，也同時告誡反中亂港勢
力，中國有維護自己領土主權的權利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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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無小事美國就是破壞香港的最大黑手

龍眠山

大公報連續三日報道中環及灣仔
繞道 「死亡交叉位」 成為塞車元兇，
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運輸署兩度作出
正面回應，表示正密切監察有關路段
的車流和切線情況，檢討優化設計方
案，讓市民看到改善的希望。

耗資逾360億元、通車已兩年的
中環及灣仔繞道，是貫穿港島區的交
通大動脈，牽一髮而動全身。現時東
區走廊東行路段主要設有四條行車
線，右方兩條行車線是由中環及灣仔
繞道隧道出口的三條行車線匯合而
成，而左方兩條行車線則由維園道或
興發街東行上東區走廊的三條行車線
匯合而成。簡言之，就是六條行車線
匯合成四條行車線，由於經常大堵
車，民間多有怨言。

大公報記者多次駕車實測問題路
段，發現由灣仔繞道駛至東區走廊匯
合處，兩邊車輛需 「交叉」 切線，分
別前往北角及柴灣，成為阻礙交通的
元兇，在大雨滂沱等惡劣天氣下更是
險象環生。交通專家指出，有關道路

受地盤限制，在設計上有問題， 「冇
辦法，一定塞」 。雖然有關部門已多
次進行改善工程，包括早前將匯合位
實線延長，可惜治標不治本。

運輸署兩次回應，表示正考慮合
適的改善措施，顯示其正視問題並從
善如流。事實上，香港人多車多路
窄，交通擁塞已是老大難問題，中灣
繞道的塞車問題不過是冰山一角，不
僅影響職業司機的生計及上下班市
民，更可能造成交通事故。有關部門
需要及時處理，不能等到發生重大事
件才臨急抱佛腳。

民生無小事，落實 「愛國者治
港」 更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急民所
急，想民所想，為市民做一些看得
見、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事情。解決
交通堵塞問題，是有關部門的應有責
任。換句話說，特區政府能切實解決
交通阻塞這樣的 「小問題」 ，將增加
市民對特區政府解決房屋、安老、青
年等大問題的信心。

「反修例」 沒有大台？ 「外力干
預香港事務」 沒有根據？我國外交部
昨日發布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支持反
中亂港勢力的事實清單，一樁樁、一
件件，將美國利用 「修例風波」 製造
香港社會動盪的纍纍惡行公諸於眾，
這是對美國霸權行徑的有力揭露，也
在國際社會立此存照，以正視聽。那
些仍然相信沒有外力在幕後搞鬼的善
良的人們，該清醒了。

外交部列出的事實清單共102項，
分成 「炮製涉港法案」 、 「悍然實施
制裁」 、 「污衊詆毀特區事務」 、
「包庇支持反中亂港分子」 、 「多邊

串聯施壓」 五大類，鐵證如山。有關
事實從2019年2月時任美國駐港總領事
唐偉康對特區政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
引發 「擔憂」 、並威脅修例可能 「影
響美國和香港的雙邊協議實施」 開
始，脈絡十分清晰，足證美國是香港
「修例風波」 的始作俑者、推動者和

最大黑手，是香港一切亂象的根源。
美國利用香港遏制中國，打 「香

港牌」 ，少不了香港本地反中亂港分
子的配合。黎智英曾在接受美國傳媒
訪問時坦承，2019年初他受到美國一
名政客 「點撥」 ，意識到修例是 「大
件事」 ；到後來，黎智英更公然高呼
「為美國而戰」 ，原本是 「自我邀
功」 ，結果是不打自招，證明 「修例
風波」 是一場美國反華政客與香港本
地的 「外國利益代言人」 裏應外合、
有組織、有預謀的 「顏色革命」 。

「修例風波」 是香港回歸後碰到
的最大挑戰，暴露了香港的深層次矛
盾和制度性漏洞，客觀上也為中央撥
亂反正提供了契機。中央行使憲制責
任，為香港制定國家安全法、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這一套 「組合拳」 有雷
霆萬鈞之力，摧枯拉朽，隨着黎智英
等反中亂港骨幹分子鋃鐺入獄，民
陣、教協、職工盟、支聯會等組織分
崩離析，外部勢力在香港苦心經營數
十年的代理人網絡遭到毀滅性的打
擊，可以說是 「一鋪清袋」 。

針對美國的所謂 「制裁」 ，我國

毫不含糊地展開了對等反擊，設立了
反外國制裁法。在這場驚心動魄的較
量中，美國沒有討到任何便宜，反而
一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最終損害
了自己的在港利益，在國際社會則加
深了美國是 「紙老虎」 的形象。美國
策動 「修例風波」 適得其反，吞下的
是苦澀和不堪。

大亂達到大治。香港剛剛完成的
特區選委會選舉，以及正在落實的公
職人員宣誓制度，體現了決不允許任
何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特區管治架構的
「鐵的底線」 ，回到了 「愛國者治

港」 的初衷。如今的香港風清氣正，
展開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新格局，
迎來前所未有的大好發展局面。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大勢不可阻
擋。香港經歷了這些年的風雨，愈來
愈多市民對 「一國兩制」 的制度自信
更加堅定，更充分認識到只有中央才
是真心關愛、支持香港，祖國內地才
是香港最大的靠山。

資料來源：外交部發布的《事實清單》

美國與反中亂港分子勾結罪證美國與反中亂港分子勾結罪證（（部分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