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利益政治油水都想撈
涉華言論自相矛盾

決意改善與中國關係
約翰遜自稱狂熱親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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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約翰遜近期多次就香港、新疆、新冠疫情等涉華問題發表錯誤言論，企圖抹

黑中國，不過根據英國傳媒的報道，約翰遜在農曆新年與在中國積極發展業務的企業代

表會面時，自稱是「狂熱親華派」（fervently Sinophile），並決心「無論偶爾出現什麼
政治困難，都要改善中英關係」，希望重啟中英經貿對話。約翰遜此番言論與他平素的
涉華言論自相矛盾，有輿論指他一邊尋求從中國得到
經濟利益，一邊靠「反華牌」撈政治油水。

●約翰遜有意與中方恢復正式貿易對話。

約翰遜

近期涉華言行

●約翰遜在今年
大年初一上載影片，
向華人拜年，並用中
文說「恭喜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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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遜本月 15 日談及在
新冠病毒溯源問題時，稱認同
美國的看法，對世界衞生組織前
往中國調查病毒起源時受限制表示
關切，同時稱大部分證據顯示，新
冠疫情源自武漢。中方其後回應，指
反對有關國家將疫情政治化、對中國
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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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在去年通過後，英國政府由今
年 1 月起為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的香港居民，提供定居英國途徑，
約翰遜在本月 19 日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亦
再稱中國通過國安法為「違反條約」。中方
回應時批評，「違反條約」的說法完全站不
住腳，英國做法等同粗暴干涉本港事務及
中國內政。

外相藍韜文在去年7月曾稱，新疆存在「嚴重而惡劣」的侵
犯人權行為，目前國會亦正準備表決法案，決定法庭是否
需要判斷新疆有否存在「種族滅絕」；在慕尼黑安全會
議上約翰遜則再稱中國「鎮壓」新疆人民。中方回應
時指，新疆人民被「鎮壓」的說法，是西方反華
勢力編造的世紀謊言，並強調新疆事務屬中
國內政，不容外國干涉。

附和美抹黑中國

●唐寧街首相府去
年農曆新年有舞獅
活動，
活動
，約翰遜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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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英國《衛報》前日報道，約翰遜於本月
日、即農曆年初一，在唐寧街與在中國有業務

的企業舉行圓桌會議，在場企業代表包括來自太古
集團，以及總部設於香港的房地產和投資公司天海
置業集團等。

擬恢復中英貿談

報道指，約翰遜在會上聲稱自己是「狂熱親華
派」，表示他有意恢復中英兩國之間的正式貿易對
話，包括中英年度經濟財金對話，以及中英聯合貿
易和經濟委員會（Jetco），兩項經濟對話都在英國
去年多次插手香港問題時暫停，報道認為這反映約

翰遜有意與中國簽訂新的投資及進入市場協議。約
翰遜還指，即使「偶爾出現政治難題」，英國仍決
意改善與中國關係。
唐寧街拒絕回應報道中的約翰遜言論，僅稱約翰
遜對中國的取態為外界眾所周知，又補充說至今沒
有恢復 Jetco 或經濟財金對話的計劃。據英國國家統
計署數據，英國在 2020 年第二季從中國入口 110 億
英鎊（約 1,194 億港元）商品，佔整體進口商品
13.4%，亦是英國各個進口商品來源國中最高。
不過《衛報》說，英國執政保守黨一些議員近期
正施壓，要求英國政府對中國採取更強硬態度，約
翰遜言論有機會引起黨內不滿。

777 引擎爆炸墜民居
波音籲停飛同引擎客機
美國聯合航空一架波音 777 客機上周六
飛行期間引擎爆炸，碎片墜落民居，客機
隨即折返安全降落。聯邦航空局（FAA）
前日宣布，要求各航空公司檢驗搭載同款
引擎的波音 777 客機。波音其後建議航空
公司暫時停飛所有使用同款引擎的 777 客
機，直至檢查完成為止。
波音指出，在疫情期間航班需求減少的
情況下，全球目前共有 69 架使用惠普
PW4000 引擎的波音 777 客機正在服役，
另有 59 架備用，而美國只有聯航正在使
用，聯航已宣布暫時停飛相關 777 客機。
日本國土交通省前晚已要求國內航空公

司，立即停飛搭載同款引擎的波音 777 客
機，而日本航空和全日空目前分別有 13
架和 19 架同款客機，均已按日本政府指
示停飛。韓國大韓航空則稱，6 架使用中
的客機都已停飛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對事故進行初
步調查後，指出肇事客機右邊引擎的空心
風扇葉片受損，其中兩片斷裂，現時仍未
能判斷事故原因。FAA局長迪克森前日表
示，當局與航空安全專家小組協商後，決
定要求航空公司檢驗相關客機，重點是加
強檢查空心風扇葉片，波音表示會配合當
局的檢查工作。
●綜合報道

約翰遜在會議上的言論，與他近日多次公開發言
的立場明顯有別。就在上述會議 3 天後的 2 月 15
日，約翰遜便公開宣稱「新冠肺炎疫情起源於武
漢」，並附和美國的說法，對世衞赴華調查病毒起
源「受限」表示關切。之後幾天，約翰遜亦多次就
涉港及涉疆問題針對中國。
事實上，約翰遜前年上任之初亦一度自稱為「親
華派」，但之後他的種種言行都與此相違背。自約
翰遜上任以來，英國社會各界頻繁「跟風」美國，
就涉港、涉疆及疫情問題對中國指手畫腳，並單方
面暫停與中國的經貿對話，造成兩國關係緊張。
剛於上月離任的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去年曾在
記者會上強調，中英關係遭遇困難，責任完全在英
方，英方一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毒化中英關係氛
圍。他同時表示中英關係再次面臨關鍵歷史節點，
期望英國政界及有識之士認清國際大勢，排除各種
干擾，把握時代潮流，做出符合中英兩國人民根本
利益的戰略抉擇。
●綜合報道

兒子不當款待 11 官員
菅義偉鞠躬道歉
日本首相菅義偉長子菅正剛任職的廣
播事業公司「東北新社」，捲入不當款
待政府高官醜聞，總務省昨日表示經調
查後，除媒體揭露的 4 名官員外，還有 7
名總務省職員曾接受菅正剛款待，合共
涉及 39 次聚餐，他們將被懲處。菅義偉
昨日在國會就事件鞠躬道歉，但強調事

● 引擎爆炸後
引擎爆炸後，
， 碎片
墜落民居。
墜落民居
。 法新社

緬人吉祥日大罷工 無視軍方警告

緬甸民眾昨日發起「22222」全國大罷
工及示威，抗議軍方接管政權，雖然軍方
前日警告示威者可能為此付上性命，但全
國多個城市仍有群眾上街。國際社會則繼
續關注緬甸局勢，其中歐盟表示不排除實

施制裁，美國亦矢言採取「強硬行動」。
緬甸在過去 3 周的示威中，已造成最少
3 人中槍身亡，軍方前日再度透過國營電
視 台 MRTV 警 告 ， 指 「 示 威 者 煽 動 民
眾，尤其情緒化的年輕人走上衝突道路，
最終只會導致他們付上性命」，同時稱示
威者煽動「暴動及無政府主義」。MRTV
的整個facebook專頁其後被移除。

「22222」
傳承當年運動

●示威者發起全國大罷工。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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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民眾繼續參與示威及公民抗命，包
括趁昨日 2021 年 2 月 22 日發起「22222」
全國罷工。緬甸文化重視吉祥號碼，1988
年民眾抗議軍事強人奈溫，亦曾在當年 8
月 8 日號召大規模示威，並命名為
「8888」運動，昨日罷工相當於傳承當年

的運動。
參與罷工的商戶不乏國際企業，包括連
鎖 快 餐 店 肯 德 基 、 外 賣 平 台 foodpanda
等，最大城市仰光、首都內比都、位於伊
洛瓦底江邊的密支那，以至接壤中國邊境
的北部地區，都有示威者抗議，軍方嚴密
戒備，並在內比都發射水炮驅趕示威者。
其他國家持續對緬甸局勢表示憂慮，德
國外長馬斯昨日與歐盟其他成員國外長會
面前，稱歐盟不會袖手旁觀，會動用所有
外交渠道為局勢降溫。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前日則表示，美國會繼續向暴力對待緬甸
民眾的人，採取強硬行動。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亦敦促緬甸軍方停止鎮壓，釋放
囚犯，結束暴力，尊重人權及民眾在選舉
中表達的意願。
●綜合報道

●菅義偉就事件鞠躬道歉
菅義偉就事件鞠躬道歉。
。網上圖片

前對此毫不知情。
當局進行內部調查後，發現包括內閣
宣傳官山田真貴子在內共 11 人，違反
《國家公務員倫理法》，涉及收受利
益。山田曾任總務省負責政策協調的副
部長，在與菅正剛聚餐後，該公司獲發
出廣播牌照。總務省稱，接受款待金額
最多的是總務審議官谷脇康彥，他在 4
次聚餐中接受餐費、車券及禮物等合共
約11.8萬日圓（約8,665港元）。
總務省將於明日向國家公務員倫理審
查委員會提交報告書，若審查通過，將
對 11 人進行懲處。菅義偉昨日在眾議院
預算委員會上道歉，表示對於其長子的
關係，導致公務員作出違反倫理法的行
為，感到非常抱歉，但強調長子從沒有
跟他談論過與「東北新社」有關的話
題。
●綜合報道

安排供應加沙拉票 疫苗成政治工具
阿聯酋前日將一批疫苗運到加沙地
帶，據悉是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
巴斯的政敵所安排，相信是藉此在選舉
前拉攏選民，令疫苗變成政治工具。
加沙繼周三收到來自阿巴斯政府的
2,000 劑俄羅斯製「史潑尼克 5」號疫苗
後，前日再收到來自阿聯酋的 2 萬劑俄
製疫苗，取道埃及運抵加沙，意味疫苗

並沒有運經以色列。
剛在上周，阿巴斯所屬政黨的前高
層、目前在阿聯酋擔任政府顧問的達赫
蘭，曾稱疫苗是來自阿聯酋的「慷慨禮
物」，不少巴人都相信，由於巴勒斯坦
將於 5 月及 7 月舉行議會及政府主席選
舉，達赫蘭安排疫苗運到加沙，目的是
要挑戰阿巴斯陣營。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