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陳學
鋒、周浩鼎、
劉國勳、陳恒
鑌昨日下午冒
雨到中環美國
駐香港總領事
館 請 願（見
圖）。他們強

烈譴責美國干預中國內政行為，並強調民建聯與14億多中國
同胞站在同一陣線，堅定支持中央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嚴正
立場，決不坐視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受損，決不允許
任何人任何勢力侵犯和分裂祖國的神聖領土。

民建聯譴責佩洛西竄訪台灣，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向「台
獨」分裂勢力發出了嚴重錯誤信號。中央政府在此之前已經
多次向美方表明嚴重關切和堅決反對，佩洛西仍然堅持錯
誤，作出不負責任的挑釁，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破壞中
美關係，充分反映了美國某些政客傲慢自大、只謀政治私利
的醜惡面目，也再次證明了破壞台海和平的最大不穩定因素
是來自美方。

工聯會昨日下
午到中環美國駐香
港總領事館抗議，
譴責美國助長「台
獨 」勢 力 （ 見
圖），其所為粗暴
干涉中國內政，故
意挑釁台海局勢與
推動台灣分裂活動
升級，以及破壞亞
太地區的和平與穩
定，嚴重破壞中美
關係。

工聯會強烈譴責佩洛西罔顧中方的嚴正表態與警告，一
意孤行竄訪台灣，其行徑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故意挑釁台
海局勢與推動台灣分裂活動升級，以及破壞亞太地區的和
平與穩定，嚴重破壞中美關係。美國這種玩火必自焚的行
徑，必然引起世人公憤和譴責，也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反
制，最終必然自取其辱。工聯會將繼續高舉愛國旗幟，堅
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徑，
堅決支持中央政府推進祖國和平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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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批佩洛西惡意抹黑港民主自由
特區政府堅決反對及強烈譴責 支持配合中央採取必要措施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

洛西竄訪台灣公然挑

釁一個中國原則。就

此，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李家超昨日在特首辦舉行會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及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出席。李家超指

出，佩洛西竄訪台灣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嚴重侵犯

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和平和穩定。他又

引述傳媒報道指，佩洛西在台灣期間無視「一國兩制」

在香港成功實踐，惡意批評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是不符

事實的抹黑及霸凌行為，特區政府對此堅決反對及強烈

譴責。香港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及配合中央政府採取一

切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邀三司長出席特首辦會議
繼昨日深夜發表聲明，批評佩洛西竄訪台灣是在助長「台
獨」意識，是公然挑釁「一個中國」原則，李家超昨日在Face-
book上載他主持的特首辦會議部分片段。他在片段中表示，今
次他邀請陳國基、陳茂波及林定國出席特首辦會議，是就佩洛
西竄訪台灣一事重申特區政府全力支持及配合中央政府所採取
的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李家超批評，佩洛西竄訪台灣，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嚴重侵
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他強調，台灣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佩洛西竄
訪台灣是以台灣問題不斷挑戰中國主權，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公
然挑釁一個中國原則，是拿2,000多萬台灣人民作賭注，是蔑視台
灣人民福祉，以博取自我政治利益的自私行為。
李家超表示，據傳媒報道，佩洛西在台灣期間，無視「一國兩
制」在香港成功實踐，惡意批評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是不符事實
的抹黑及霸凌行為，特區政府對此堅決反對及強烈譴責。
他強調，特區政府的「反台獨」意志堅定，立場清晰。特區政
府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中國內部事務，並且全力支持及配
合中央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我
們在這方面要努力工作！」

陳茂波：美圖為國內問題轉移視線
陳茂波及林定國昨日凌晨先後發聲明譴責佩洛西竄訪台灣。陳
茂波在聲明中表示，美國眾議院議長的行徑，嚴重侵犯我國主權
和領土完整、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背信
棄義、嚴重破壞中美關係，造成嚴重政治後果。
他指出，目前美國通脹高企，種族歧視和對立問題嚴重、貧富
差距巨大，美國政府和政客不集中精力處理好國內問題，反而在
台灣問題上興風作浪，是企圖轉移視線，以遮蓋本土尖銳矛盾的
低劣伎倆。
陳茂波批評，美國一方面在華賺取龐大經濟利益，同時企圖遏制
中國的發展，在台灣問題上製造事端，激化矛盾，必定會自食其
果。他強調，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我國內部事務，堅定維護
我國的主權、安全和核心利益，堅決維護國家尊嚴，並嚴厲譴責美
方不負責任的挑釁行為。

林定國：憲法是港憲制最重要部分
林定國強調，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
最重要組成部分。而憲法序言列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
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他強調，台灣和香港特區均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就美國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意圖阻礙祖國統一大業，我們深感
憤慨，予以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濬文）全體立法
會議員昨日發聲明，強
烈譴責美國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竄訪台灣地區。
他們在聲明中批評，佩
洛西的行徑嚴重違反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規定，侵犯中
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破
壞台海和平穩定，向
「台獨」分裂勢力發出
嚴重錯誤信號。
全體議員一致表示，
「我們堅定支持我國政
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嚴正
立場，決不坐視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受
損，決不允許任何人任
何勢力侵犯和分裂祖國
的神聖領土。我們全力
支持我國政府和軍隊採
取一切必要措施，對佩
洛西的錯誤行徑以及任
何『台獨』分裂圖謀作
出有力反制，由此引起
的一切後果必須完全由
美方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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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局長批美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香港特區政府多名副司長、局長等昨日先後發聲明或在社交平台發帖表示，堅決反對及強烈

譴責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刻意挑釁我國，並批評美方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他們強調
身為中國人，定全力支持中央採取堅決有力措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敦促美方
以實際行動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切勿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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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黨發表聲明指，佩洛西與美國國會
代表團此等行為，為「台獨」分子撐腰打
氣，其行為支持台灣當局偏離「九二共
識」，企圖「以台制華」，玩火者必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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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發表聲明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
譴責佩洛西竄訪台灣。環球經濟前景不明
朗，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只會加劇衰退風
險，為全球經濟和資產市場增添陰霾，美
國應集中精力處理自身的經濟民生問題，
立即停止不負責任的挑釁行為，以免進一
步破壞中美外交關係和經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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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黨強烈譴責佩洛西不顧中方強烈反
對和嚴正交涉，竄訪中國台灣地區，強烈
要求美方看清台灣問題的本質，認清一個
中國的事實和現狀，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履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不要因政治上的
誤判在錯誤道路上引火自焚，禍及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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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批評，佩洛西刻意挑釁我
國，執意與中國14億人民為敵，是極其瘋狂、危
險的玩弄政治行徑，「美方嘴上說對『一個中
國』和『反對台獨』的原則不變，行動上卻不斷
對台售武、對『台獨』分子大送秋波，今番又辯
說佩某是以個人身份訪台云云，堂堂大國睜大眼
說大話到如斯地步，已是完全置其國體於不顧，
簡直是盡丟美國國民的臉。」
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指出，佩洛西竄訪台灣，

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特區政府堅決反
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中國內部事務，並予以嚴厲
譴責。他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的普遍
共識。特區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國家採取的一切
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表示，祖國統一和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已經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他敦
促美方認清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和現狀，以
實際行動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履行中美三個聯合
公報，切勿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堅決維護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對佩洛西竄台挑釁的行為
予以強烈譴責。「任何人不要低估我們保家衛
國，維護國家領土完整、民族團結的決心，我們
必定全力支持和配合中央採取的一切必要措
施。」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表示，作為我國
地方特別行政區的主要官員，嚴正敦促美方停止
借台灣事務干涉我國內政，以實際行動恪守一個
中國原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佩洛西竄

訪台灣，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香港各界將
與全國人民一道，全力支持中央政府維護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決心。
保安局昨日發聲明表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
和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
共同義務。特區政府對於任何挑戰國家主權、統
一和領土完整的行為，予以強烈譴責。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表示，堅決反對並強

烈譴責佩洛西竄訪台灣，全力支持中央政府反對
任何外部勢力干預中國事務，會全面配合國家向
美國採取措施，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並堅決維護國家尊嚴。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表示，就佩洛西

肆意踐踏一個中國原則，特區政府對此堅決反對
並強烈譴責，並強調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是14億多中國人民的堅定意志，任何阻撓國家
完全統一和民族偉大復興的企圖注定失敗。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有外國政客多番

置我國的嚴重警告於不理而強行竄台，絕對是挑
釁行為，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對中美關
係，以至國際社會秩序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必
定要予以強烈譴責。他全力支持我國採取一切必
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損害中國主權 威脅台海穩定
運輸及物流局表示，佩洛西竄訪台灣嚴重侵犯

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威脅台海和平和穩
定。對於美國此等嚴重干涉中國內政、不負責任
的下三濫行徑，運輸及物流局表示極大憤慨，並
予以嚴厲譴責。
發展局局長甯漢豪表示，佩洛西竄訪台灣是公

然挑釁一個中國原則的行為，嚴重侵犯中國主權
和領土完整，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對於
美國如此明目張膽地作出背信棄義的行為，她予

以嚴厲譴責。
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

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她強
烈譴責佩洛西這次竄訪台灣，堅決反對任何外部
勢力干預中國事務，全力支持和配合中央採取的
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表示，台灣是中國
的固有領土，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外國置
喙。「台獨」違反整個中華民族的強大統一意
願，注定會失敗。

保家衛國是全國同胞共同義務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強烈譴責佩洛西的挑釁行

為。她強調，保家衛國，維護國家領土完整、民
族團結是全國同胞的共同義務，堅決反對美國罔
顧一個中國原則、背信棄義的不負責任行為。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特區政府必
定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對任何外部勢
力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堅決反對，並全力支持和配
合中央採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堅定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堅決維護國家尊嚴。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美方利用

台灣問題粗暴干涉中國內政，蓄意在國際間挑起
事端、製造緊張局勢，特區政府強烈反對並譴
責，並會全力支持國家一切維護主權安全利益的
行動。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表示，美方蓄意在台

灣問題上挑戰我國主權，是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的嚴重踐踏。身為中國人，他全力支持
中央採取堅決有力措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

政團批竄台侵犯中國主權領土完整

◆李家超邀請陳國基、陳茂波及林定國出席特首辦會議，就佩洛西竄訪台灣一事重申特區政府全力支持及配合中央政府所採取的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 李家超Fb短片截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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