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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堅決反對歐盟插手港事
駐歐盟使團：任何干涉內政舉動必遭中國人民堅決有力反擊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

sep Borrell）日前發表聲明，抹黑中央出手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是「加劇破壞香港民主自由」，更

聲言香港國安法「扼殺香港的政治多元」，稱會

加強對香港問題的「回應」，甚至派人出訪香港

云云。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昨日就歐盟涉港聲

明答記者問，批評歐方無視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

舉制度給香港社會帶來的積極成效，無視自身人

權和制度弊病，一再打着民主、人權和價值觀的

旗號插手香港事務、破壞「一國兩制」和香港繁

榮穩定，甚至對中國和香港特區立法機關的正當

立法行為指手畫腳，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

決反對，強調任何干涉中國內政的舉動都會遭到

中國人民堅決有力的反擊。

●香港文匯報綜合報道

博雷利於本周三發表聲明，
抹黑中央正「加劇破壞香

港民主自由」「違反《中英聯
合聲明》下的國際承諾」，對
歐盟「合理期望和利益」造成
負面影響，又稱「深切關注」
「民主運動人士」被捕，並將
「持續留意各人的審訊」，更
抹黑香港國安法是在「扼殺香
港的政治多元、人權與政治自
由的實踐」。
博雷利聲言，歐盟將加強對
香港議題的「回應」，包括
「幫助港人流動」及考慮派遣
「高級官員」出訪，及把香港
問題視作歐盟與中國整體關係
的一部分等。
根據中國駐歐盟使團昨日在
網頁上載，有記者提問到，歐
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6
月9日發表聲明稱，由中國及
香港立法機關分別於今年3月
和5月對香港選舉制度作出的
修改是對「一國兩制」原則的
又一次「破壞」，歐方將「加
強應對」，考慮「派歐盟高級
官員訪港」，並將與國際夥伴
加強協調。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完善選制得民心順民意
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表
示，香港立法會於5月27日審
議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條
例 草

案》，該《條例》已於5月31
日刊憲公布、正式生效。這部
《條例》準確完整地反映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
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
定》的基本原則，完全符合全
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內容。
《條例》有力維護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確定
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把以愛
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原
則落到實處，保障香港永久性
居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促
進香港的良政善治，合理合
法、正當必要，得民心順民
意，將助力香港開創發展繁榮
的新篇章，推動「一國兩制」
進入行穩致遠的歷史新階段。

敦促停止針對中國搞小圈子
發言人批評，歐方無視香港

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給香港
社會帶來的積極成效，無視自
身人權和制度弊病，一再打着
民主、人權和價值觀的旗號插
手香港事務、破壞「一國兩
制」和香港繁榮穩定，甚至對
中國和香港特區立法機關的正
當立法行為指手畫腳，中方對
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中方再次敦促歐方停止插手香
港事務，停止針對中國搞小圈
子的徒勞之舉。任何干涉中國
內政的舉動都會遭到中國人民
堅決有力的反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
對全國人大今年3月通過《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
制度的決定》的無理指控，香港特區
政府昨日發表聲明，強調《決定》完全
合憲、合法、合情、合理，堅決反對
歐盟對完善選舉制度所作的誤導性言
論和別有用心的意圖，並批評歐盟以
「人權」「民主」和「自治」為藉口，企圖
藉香港問題製造事端以打擊中國，做
法虛偽。國際社會應正視事實，停止
干預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
特區政府發言人在聲明中表示，

《決定》完全合憲、合法、合情、合
理，指出中央今次從國家層面完善特
區選舉制度，是為了堵塞現行制度的
漏洞和缺陷，構建一套符合香港實際
情況、與「一國兩制」實踐要求相適
應、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讓香
港重回正軌、撥亂反正。

強調完善選制及時必須
發言人表示，堅決反對歐盟對完善選

舉制度所作的誤導性言論和別有用心的
意圖，強調這次完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
度是及時和必須的，反中亂港勢力在立
法會製造混亂、癱瘓特區政府運作，甚
至勾結外部勢力損害香港的安全和利
益，沒有一個國家或政府會對上述危害
視而不見。政府會致力確保選舉在公
平、公正和公開原則下舉行。
發言人批評，歐盟以「人權」「民主」

和「自治」為藉口，藉香港問題製造事
端以打擊中國，做法虛偽。發言人指
絕不同意「一國兩制」被削弱的指控，
相反「一國兩制」是確保香港長期繁榮
及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沒有人比中
央人民政府更堅定履行「一國兩制」。
發言人指出，「一國兩制」的實施

是以憲法和基本為法律依據，而非
《中英聯合聲明》。正如外交部多次
強調，《中英聯合聲明》規定中國對
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及過渡期內的相關
安排，指出《中英聯合聲明》關於對
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是中方單方面政
策宣示，不是中方對英方的承諾，更
不是所謂的國際義務等錯誤主張。
發言人強調，自香港國安法落實以

來，香港社會恢復穩定，國家安全在特
區得到保障，人權和自由受基本法保
障，反對歐盟有關拘捕所謂「泛民主派
人士」的指控，指出執法部門是根據證
據，嚴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關人等的
行為而採取其執法行動，與政治立場、
背景或職業無關，若指某些政治背景的
人可以凌駕法律，實屬有違法治。國際
社會應正視這事實，停止干預
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疫
情影響跨境旅客服務，陸路「螞蟻搬
家」式走私途徑斷絕，惟內地對國際
奢侈品極度渴市，致海上走私驟升。
兩地海關展開「迅雷」行動，鎖定一
個由全球搜羅貴價奢侈品在港囤積
後，再由快艇批量走私往內地的特大
走私集團。香港海關上周三（2號）凌
晨在流浮山海邊截獲一批正運上快艇
的奢侈品後，再於新界三個貨倉和一
個住宅內檢獲大量名牌手袋、名錶、
名貴食材和高度瀕危動植物等，總值
逾1.2億元，4名涉案男子被捕，這是
海關歷來破獲的最大宗海上快艇走私

案件。
4名被捕男子（35歲至62歲），1人
為負責安排物流出入香港的集團核心
成員，另外3人為倉庫監工及負責分裝
貨物的工人。
香港海關在是次行動中檢獲的走私

貨物多達6.6萬件，包括2.5萬件約值
4,700萬元的名錶和名牌手袋，2.3噸總
值7,100多萬元的花膠、燕窩、海參、
魚翅等名貴海味，以及186公斤受管制
高度瀕危物種的魔鬼魚魚鰓和仙人掌
植物，包括來自美國及墨西哥的岩牡
丹、星兜等，而魔鬼魚魚鰓在內地據
傳有祛濕、催乳、治療婦女病、甚至

治療癌症等藥用用途，每斤索價可達
2,700元。
香港海關相信，由於疫情致陸地旅

運走私途徑斷鏈，走私集團遂在近年
改變走私手法，利用香港作基地囤積
由世界各地搜羅的貴價走私品後，再
利用兩地海域十分接近、快艇僅需數
分鐘就可抵達內地海域的特點，用快
艇大批量走私。
根據記錄，今年至今涉及的海上走

私案大增，檢獲的走私貨值亦屢創新
高，僅3月至5月海關已連破貨值2,000
萬元、3,000萬元及5,000萬元大案，
今次更破獲歷來最大宗海上快艇走私

案件，貨值相當於去年全年檢獲量的
70%。由於內地對這些奢侈品徵收
100%至160%的奢侈品稅，該批貨物
若進入內地，可逃稅逾1.2億港元。

走私集團海陸空防範執法部門
海關助理關長（情報及調查）陳子

達昨日表示，這次更首次發現該走私
集團以海陸空「反監視」周密防範執
法部門，包括利用兩部無人機作空中
巡查、海面則用快艇巡邏，在陸地安
排同黨「睇水」等，更利用上周二凌
晨紅色暴雨警告下的惡劣天氣作掩護
走私，為海關執法增添不少困難。
同時，走私集團為方便快速散貨，

還事先把貨物分類，按接貨人要求把
貨物分批入箱，並在箱面作不同記
號，初步相信共涉及最少5至6名不同
的內地接貨人。
陳子達透露，為打擊頻繁的跨境走

私活動，香港海關一直有聯同內地海
關總署緝私局、海關總署廣東分署緝
私局和深圳海關緝私局展開該個代號
「迅雷」的反走私行動。在今年3月至
4月期間，內地海關首先在廣東、廣西
和安徽搗破3個儲存走私物品的倉庫，
拘捕11人，檢獲共2.42噸走私穿山甲
鱗片，總值約5,000萬元人民幣。

海關破最大宗快艇走私案 檢1.2億元名牌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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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破獲歷來最大宗海上快艇走私案件，檢獲
大量名牌手袋、名錶、名貴食材和高度瀕危動植物
等，總值逾1.2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深水埗頻
現「露體狂」。警方繼前日在區內拘捕一
名接連向6名女童「露械」的變態男子後，
昨日再有變態男於長沙灣深盛路一間超級
市場內公然向一名18歲少女「露械」，嚇
得事主花容失色報警求助。警方正設法追
緝該名年約30歲的涉案男子歸案。
昨日下午1時許，一名18歲少女在深盛
路的一間超級市場購物時，身前突跳出一
名男子，在其面前露出下體。少女受驚大
叫，變態男得逞後立即轉身逃去。警員事
後接報到場在附近兜截可疑人，惜無發
現，並將案件列作破壞公眾體統交由深水
埗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警方表示，涉案變態男子身高約1.7

米、中等身材、短黑髮，案發時身穿藍色
長袖上衣、黑色褲及黑色鞋。
警方提醒市民要看顧好年幼子女，盡量
避免他們獨自外出或返家，以免讓不法分
子有機可乘。另又呼籲未報案受害人或任
何目擊案件人士，可致電36619814與深
水埗重案組第二隊聯絡。
另外，深水埗警區重案組探員前晚在區

內成功拘捕一名25歲姓謝男子，初步相
信他與去年10月至今年6月發生的6宗破
壞公眾體統案件有關。
警方表示，本月已接獲兩名分別11歲

及13歲女童報案，指在石硤尾一帶被一
名男子露出下體性騷擾。據悉，該名猥褻
男除「露械」外，更做出不雅動作。深水
埗重案組經深入調查後，終在前晚約7時
在石硤尾區拘捕該名變態男子。

●●梁振英反駁歐盟批評香港選舉制度梁振英反駁歐盟批評香港選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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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協副
主席梁振英昨日在社交平台發帖，點出歐盟外
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有關聲明的漏
洞。他強調，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自己的選舉
制度，《中英聯合聲明》並沒有指明香港的選

舉制度，更揶揄歐盟應派員訪問在西班牙被監
禁的加泰羅尼亞分離主義者而非香港。
針對博雷利在聲明中稱，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違反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下的國際
承諾」，並聲言歐盟高級官員會考慮就此訪
問香港，梁振英在帖文中反駁，所有國家和
地區都有自己的選舉制度，而《中英聯合聲
明》並沒有指明香港的選舉制度。
他強調，《中英聯合聲明》是允許通過協

商選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並揶揄歐盟應該
再次閱讀《中英聯合聲明》，其「高級官
員」應轉去訪問在西班牙被監禁的加泰羅尼
亞分離主義者而非香港，「畢竟西班牙是其
成員國。」

梁振英：港有自己的選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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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效。。圖為市民簽名支持完善選舉制度圖為市民簽名支持完善選舉制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市民支持完善選市民支持完善選
舉制度舉制度。。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