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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全國人
大常委會會議表

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
國制裁法》。制定該法律的目的
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
核心利益，反對西方霸權主義和
強權政治」。這一法律也將成為
反制西方的強有力工具、對抗美
國「長臂管轄」的一記「重
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美國、歐
盟、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因為香
港國安法、新疆維吾爾人權問題
等，多次宣布對中國政府機關、
組織和官員實施制裁；許多中國
的高新技術企業，如華為、中
興、TikTok 等都受到美國的無端
制裁。對此，中國商務部曾通過
出台《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
域外適用辦法》、《不可靠實體
清單規定》等進行反制。但這些
都只是政府部門的行政規定，此
次通過制定《反外國制裁法》更
是從法律層面對反外國制裁進行
了有力補充，有利於豐富反制
裁、反干涉的法律工具箱，「補

足 最 後 一 塊 拼
圖」，為國家依法
反制外國歧視性措
施提供有力法治保
障。

國際間的制裁措
施經常引起爭議，至今世界上許
多國家包括英國、俄羅斯在內都
有類似的反制裁法。反制裁法的
對外作用，一方面是進行反擊報
復；另一方面是展現政治方面的
威懾作用。今天的中國已經穩居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綜合
國力快速發展，已經不再積貧積
弱，不是西方國家想制裁就制
裁的，所以通過這樣的法律是非
常必要的。

《反外國制裁法》的出台使我們
的反制裁措施有法可依，名正言
順。過去，一些國家總是聲稱依據
他們本國法律對中國發起所謂
「制裁」，從此之後也要自己掂
量掂量。在「一國兩制」下，香
港有責任維護好國家安全和發展
利益，應該更加主動配合國家相
關法律的出台，與國家共進退維
護長遠利益。

美國「雙重標準」背後的霸權邏輯
美國接連運用輿論、法律、外交手段遏制中國，無所不用其極。香港的黑暴，被他們稱為「一

道美麗的風景線」，美國示威者闖入國會大樓，卻被痛斥「違法和暴亂絕對不可接受」。這種

「雙重標準」完全是制度霸權邏輯作祟，完全罔顧每個國家、地區都有選擇適合自身發展需要制

度的權利。

黎子珍

美國國會參議院規則委員會、國土安全與政
府事務委員會6月8日就今年1月發生的國會山
騷亂事件發表調查報告，長達127頁，隨處可
見「騷亂」和「暴徒」等字眼，應用到香港時
則搖身一變成為自由、民主、人權運動，稱暴
徒是「英雄」、「鬥士」。這已不能用意識形
態偏見來加以概括，而是赤裸裸的「雙重標
準」和居心險惡的政治伎倆。美國「雙重標
準」背後就是遏制中國，就是制度霸權。當中
邏輯，不外乎誇耀自己的制度是最好的，別人
的制度都要被推翻。

高尚幌子 險惡用心
美國國會今年1月6日下午舉行特別聯席會

議，大批支持特朗普的示威者闖入國會大樓，
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會議中斷、議員和與會
者更要倉皇避走。事件中，有4人當場死亡，50
多名示威者被捕，華盛頓宣布全城宵禁。

美國示威者蒙面、衝擊議事機關等手法，

與香港2019年修例風波中，暴徒闖入立法會大
樓破壞情況相類似。2019年7月1日，暴徒衝
擊並佔領立法會大樓，闖進大樓內大肆破壞及
塗污，最終被破壞的設施需耗費4,000萬港元維
修。

當美國政客被問到美國極端民粹派進攻國會
大樓與香港暴徒攻進立法會大樓兩者有何分
別，為何採「雙重標準」時，他們解釋說美國
保護國會大樓是捍衛民主，香港進攻立法會大
樓是爭取民主。如此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充分暴露了他們在看似高尚的幌子之下，破壞
人權民主、打壓中國發展的險惡用心。

當年美國政客多次就香港修例風波發聲，美
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更曾公開稱，發生在
香港的黑暴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美國前
國務卿蓬佩奧痛斥衝擊國會大樓的暴徒，他
說：「違法和暴亂絕對不可接受。」不過，面
對香港立法會衝擊事件時，他卻說：「我們永
遠站在香港人那邊。」同樣，歐洲多國政府領

袖相繼站出來公開譴責美國「國會山淪陷」事
件，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們卻支持香港暴徒衝
擊立法會的惡行。

美國「雙重標準」完全是建基於意識形態偏
見的制度霸權邏輯。他們的霸道邏輯是：只有
他們的制度是優越的、高人一等的，所以他們
完善自己的制度才是正當的；其他與他們不一
樣的制度是落後的、低等的，只有仿效他們的
制度改革完善，才能夠接受，不然就是大逆不
道，就要干涉打壓。這種邏輯，完全罔顧每個
國家、地區都有選擇適合自身發展需要制度的
權利。

「強權即真理」思想根深蒂固
這種美式「雙重標準」，背後是根深蒂固的

霸權邏輯。為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一些美國
政客可以不遺餘力地在世界各地挑起騷亂，發
動「顏色革命」可以毫無底線地「洗白」自
己、詆毀抹黑他國。美國肆意妄為，莫此為

甚。說到底，他們的眼裏「強權即真理」，彷
彿世界還停留在「叢林法則」的舊時代。

美國接連運用輿論、法律、外交手段，為達
到遏制中國的目的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全國
人大會議審議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草案，美國
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聲稱有關草案「對香港自
由及民主進程帶來直接打擊」，然而，美國在
經歷了去年大選混亂及今年初國會暴亂後，眾
議院急匆匆通過美國選舉改革法案，同樣是堵
塞選舉制度漏洞，在美國就變成了「完成一代
人的改革壯舉」，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他
人點燈的行徑，再次暴露了美國「雙重標準」
的霸權邏輯。

美國政客根本不關心香港的人權與民主，不
關心香港市民的利益和福祉，他們的目的只有
一個，就是搞亂香港，並不惜以毀掉香港去阻
遏中國發展進程。美國一些政客的雙重標準，
不管包裝得如何漂亮、表演得如何動人，也終
將遭世人唾棄。

部分美國政客可能得了健忘症，抑或
想展示對「雙重標準」能發揮到何種極
致—當其口中的香港「美麗風景線」在
華盛頓國會山展開之時，他們沒有鼓掌
與歡呼，而是鎖緊眉頭說：這是恥辱。

當2019年7月極端激進分子暴力衝
擊香港立法會大樓與2021年1月美國
國會山騷亂事件並列一處時，沒有什麼
比這種截然不同的姿態更讓人感到困
惑。美國國會參議院8日發布的調查報
告對「國會山淪陷」進行反思，稱多個
聯邦機構嚴重誤判且未充分分享所截獲
的相關情報，是導致騷亂事件發生的重
要原因。

問題的重點不在於分析原因，也不在於
事後諸葛亮，而是對同類事件完全相反的
定義。這份調查報告中隨處可見的「騷
亂」和「暴徒」等字眼，應用到其他國家
時則搖身一變成為「和平抗議」「人
民」甚至「民族英雄」—這已不能用意
識形態偏見來加以概括，這是赤裸裸的
「雙重標準」和居心險惡的政治伎倆。

但美國政客卻沉浸其中且怡然自得。
長年來，其憑藉霸權標榜並輸出的所謂
「人權」與「民主」在世界許多地方留
下千瘡百孔，陷無數人於動盪不安之
中。香港修例風波的深刻教訓便是明
證：一些政客直到現在仍信誓旦旦「美
國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最終證明不
過是矇騙、煽動與別有用心。

實際上，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粗暴干涉他國內政、為暴力犯罪
分子撐腰壯膽……諸如此類行徑早已成
為一些美國政客的常規操作，引起國際
社會廣泛不滿和反對。據德國《明鏡》
周刊近日報道，「2021民主認知指數調
查」顯示，51%的德國人認為，美國對世
界民主的影響是負面的。英國《衛報》
近日也引用一項針對全球50多個國家和
地區所做的民意調查結果報道說，大多
數受訪者認為，美國威脅世界穩定。

更諷刺的是，美國政客一方面對他國
事務指手劃腳，一方面卻對國內諸多嚴
重社會問題視而不見。令國際社會大跌

眼鏡的國會山騷亂事件，對美方自身樹
立的亮麗「人設」來說，不可謂不尷
尬。更尷尬的是，這份報告所陳述的事
例，只是近年來美國政治亂象紛呈、治
理機制越發失靈的眾多表現之一。

最典型的問題之一，莫過於作為世界上
科技最發達、綜合實力最強的國家，美國
卻淪為疫情重災區，政府治理效能的缺
失被美國民眾和國際社會大為詬病。美
國政客真的需要好好反躬自省，真正領
會「人權」與「民主」的實質意涵—讓
少數族裔享有真正的自由、消除愈演愈
烈的槍支暴力、抹平日益加劇的貧富鴻
溝，才是他們應該全身心投入的事業。

「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
膚，針石之所及也。」美國政治之病，
不治恐更深。奉勸美國政客們，不要再
在國際事務上信口雌黃、張牙舞爪，還
是多管好自家的事，收拾好自家的「一
地雞毛」吧。
(原文發表在2021年6月9日新華網

《新華國際時評》)

對「國會山淪陷」的反思的反思
新華社記者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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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鋒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就是敢言執行
主席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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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選舉制度本地立法工作全
面完成，不僅把「愛國者治港」
原則落實，亦有力保障香港永久
性居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
一份真正具有民主性、開放性和
進步性的法案。

中央重大決策能夠在香港全面
準確落地，為香港撥亂反正、正
本清源，建立具有香港特色、符
合香港實情的民主政治制度，是
中央對香港社會各界的高度信任
和堅定支持，也是中央、特區政
府、立法會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
的成果，翻開香港「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的新一頁。

新選制與香港國安法實施、公
職人員宣誓效忠制度，都是從法
律和制度上確立「愛國者治港」
原則和香港新秩序，從而為香港
長治久安，切實解決經濟民生困
局創造前提條件。新選制兼顧了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
阻止和防範外國和外部勢力干預
國家事務和在「一國兩制」下香
港民主體制健康發展的重要舉
措，是依法治港、撥亂反正的一
大制度成果。

過去數年，香港社會及議會亂
象令香港發展停滯不前，嚴重影
響民生及國際社會的形象，這次
完善選舉制度本地立法工作全面
完成，將堵塞原有選舉制度的漏
洞，使議會秩序重回正軌。在新
的選舉制度下，特區政府施政及

議會運作將更有
效率，對香港經
濟的發展、民生
的改善和市民的
福祉有莫大的裨
益。

確保新選制的落實，將是特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義不容辭的共同
責任。未來10個月，本港將舉行
選舉委員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
3 場選舉，在中央的大力支持
下，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須竭盡
全力加強對新選制的宣介，不斷
增進各方面對新選制的理解和認
同；依法組織選舉，嚴格規管選
舉活動，堅決打擊各種破壞選舉
秩序的違法行徑，確保各項選舉
順利有序進行，讓香港重塑政通
人和，把握「十四五」規劃和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有力解
決香港深層次矛盾。

落實好新選制，確保「愛國者
治港」，行政立法良性互動，香
港將有力應對嚴峻的內外部挑
戰，集中精力處理迫切議題。擺
在眼前的，是做好防疫工作這一
頭等大事，政府要持續致力「動
態清零」，鼓勵全民接種疫苗，
盡快構建群體免疫屏障，恢復與
各地通關，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同時下大力氣解決土地
房屋等深層次矛盾，讓市民安居
樂業，社會長治久安，為香港帶
來良政善治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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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海清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執行會長 香港文昌社團聯會會長日前，位處堅尼地城海濱，由慈善團
體營運的「堅‧農圃」，正式投入使
用，未來將成為中西區民眾休閒、耕
作、親子教育以及健康餐飲的中心。最
重要的是，上述項目得以落實，一方面
反映香港科技農業由理想步向現實；另
一方面也有賴官、商、學、民各界的共
同參與、協作與創新。筆者一直以為，
在多元、開放的社會，越是面對眾聲喧
嘩，主辦單位就越要找到解決問題、達
成共識的突破口。

事實上筆者參與的「堅‧農圃」慈善
計劃，從構想到細化設計、籌備營運到
今天落實，重擔一直落在人數有限的義
工團隊肩上，一起走過了不平靜的
2018到2021年。當中，由於有富於經
驗與熱情的建築師、工程師、科技農業
專家們的鼎力支持，技術層面反倒不是

最大，最難的挑戰，是如何整合社會，
包括官方、商界、慈善基金的資源，又
能夠連結當區，取得居民及其他持份
者，如歷任區議員的理解與支持，才是
最讓人勞心勞力之處。

必須指出，從策劃到技術到營運層
面，「堅‧農圃」的義工團隊，主力是
八十後，甚或九十後。顯然，他們對於
新科技，尤其是綠色科技的掌握與嚮
往，超出了其前輩。與此同時，又樂於
在經濟利益考慮之外，更恒常、更主動
地思考，政府土地、公共空間與民生福
祉的三角關係。在此思想維度與生活願
景之下，才可能整合各界力量，為香港
公共空間的想像與建設，打開小小的一
扇窗。

就此而言，「堅‧農圃」向政經界、
社區展示的魚菜共生、低碳有機耕作，

以及溫室水耕，固然反映科技農業在環
保、產能、品質上的諸多優勢。然而最
難能可貴者，是針對歧見、尋求突破的
意願與意志。同樣道理，特區政府要妥
善處理香港土地問題、城市發展問題、
空間分配問題，也是不可單靠冷冰冰的
數字和公文上做文章。所謂社區聯繫、
公眾參與，應當成為未來一切相關項目
的重心與核心。過去3年，「堅‧農
圃」把政府及其他資助方的要求，與民
眾的期盼等量齊觀。要充分平衡不同農
業科技的展示、凸顯綠色價值，同時又
具有教育、對寵物友善等複合功能，幾
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從今以後，「堅‧
農圃」的營運與發展，就是為了證實在
兼顧上述看似相沖的輸入條件之餘，還
要做到收支平衡，並非不可能。一切不
過事在人為而已。

融入農業進社區 凸顯綠色價值
許楨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工作全
面完成，成功落實全國人大「311決
定」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
件一及附件二，確保「愛國者治港」，
為提高特區政府治理效能，集中精力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實現良政善治開啟
新的篇章。

經過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
充分體現「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針。在香港設立一個
具有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體現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的選舉委員會，

賦予選舉委員會新職能並調整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以及增加立法會議
席，均反映新選制的多元、廣泛及均衡
性，同時具有堅實的法治及民意基礎，是
促進香港穩步向前發展的必要之舉，是確
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治本之策。

如何恢復香港疫後經濟是特區政府當前
的大考驗。完善選舉制度後，在愛國者的
管治團隊帶領下，營造法治穩定的社會環
境，更有利香港維持優良的營商環境，
讓香港及海外投資者重拾信心，強化香
港國際金融、經貿中心的地位和優勢。

政通則人和，人和則事
興。完善選舉制度充分顯
示中央堅決落實「愛國者
治港」，並相信可在三方面提升香港民
主質量，包括劃清底線、擴大代表性和
堵塞選舉漏洞。冀望特區政府未來繼續
通過不同渠道向社會各階層詳細解說修
訂內容，讓選舉按部就班和有條不紊地
進行。待特區政府和議會的效能進一步
提升後，集中精力恢復疫後經濟，解決
香港積壓下來的深層次矛盾，讓香港回
復昔日繁榮安穩，市民得以安居樂業。

新選制助港聚焦解決深層矛盾
黃偉雄 MH, JP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