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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會通過所謂 「人權法案」

各界狠批粗暴干涉港事務

譚錦球斥美方粗暴干預中國內政。

資料圖片

邱達昌認為法案只是美國上演的一場政治騷。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外委會通過由部分議員提出
的所謂 「2019 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香港友好協進會及多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等各界人士紛紛發聲，強烈譴責美國國會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縱容暴徒惡行，呼籲
美國國會及相關委員會尊重中國主權及國際慣例，立即停止推動所謂 「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 。

友好協進會斥為亂港勢力撐腰
香港友好協進會表示，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外委會通
過所謂 「
2019 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粗暴干涉中
國內政，嚴重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行
徑，予以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該會批評美國國會少
數政客打人權民主的幌子，目的是為反中亂港勢力
和少數暴徒打氣撐腰，為目前香港亂局火上加油。香
港一小撮亂港分子四處活動，奴顏婢膝，乞求外部勢
力干涉香港事務，背叛國家、出賣香港，這種叛國禍
港行徑將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會長譚錦球指
出，一部分美國國會議員顛倒是非，對暴力分子攻擊
警察、市民，破壞公共設施等暴行置若罔聞，試圖透
過提交所謂 「
2019 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粗暴干預
中國內政。他希望美國能認清真相，不要雙重標準對
待香港，馬上停止推動所有涉港法案，尊重中國主權
和人民情感，尊重特區政府止暴制亂的努力。

邱達昌籲港人應清醒勿受擺布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邱達昌認為 「
香港
人權與民主法案」是美國上演的一場政治騷，法案表面
是為了 「
保護」香港的民主自由，但實際卻是中美貿易

戰的背景下打出的 「
香港牌」。不論站在哪一個立場，
香港人都應該醒一醒，不要受到這個自由度低於香港的
國家擺布，團結一致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利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林大輝批評美國國會公然粗暴干
涉中國內政，嚴重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令人髮指。他痛斥，香港有一小撮反中亂港人士，為
了私利，不惜背叛國家，出賣香港，配合外部勢力干
涉中國內政，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其心可誅。

楊莉珊譴責亂港勢力賣港求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楊莉珊堅決反對美國國會罔顧事
實，推動所謂 「
2019 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強
烈譴責亂港勢力賣港求榮的無恥行徑。政協委員涂輝
龍提及，美國國會此舉是為香港激進分子打氣加油，
是妄圖操縱香港事務，進而分裂中國。推出 「法案」
注定是一場鬧劇，其目的也注定要落空。全國政協委
員林定強強烈呼籲美方摒棄政治偏見和雙重標準，立
即停止對中方的無端指責，立即停止對香港事務和中

廖長江：勿讓暴力成慢性病
建制派 「班長」廖長江在會面後指，示威者暴力不
斷升級，近期更越來越血腥殘暴、包括無差別毆打不
同意見的市民，甚至有人企圖搶奪警槍，亦有示威者
挑戰國家尊嚴，多次污損、踐踏國旗。連月的暴力已
侵蝕社會，暴亂無助解決問題，只會越走越遠。
廖長江又說，暴力背後的成因是積累已久的深層
次社會問題，包括土地供應緊張、房屋短缺、經濟
單一化等問題，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
社會目前最重要的是止暴制亂。他呼籲大多數香港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建制派立法會
議員聯署聲明表示，對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外交關
係委員會通過受理《2019 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深表遺憾及表達強烈反對。聲明批評，美國國會外
交關係委員會此舉並無必要，只是為響應其禍港代
理人的號召，作為粗暴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及為其代
理人在香港爭取政治籌碼的手段。

美方做法損人損己
聲明指出，香港是美國的重要貿易夥伴，亦是
世界上美國賺取最大貿易順差的地區。香港優良
的法治、公平和自由的營商環境、以及廉潔的社

會，亦使香港成為美國商人經商的良好選址。若
通過《2019 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除了打擊
香港及美國本身利益外，只會令到中美關係雪上
加霜，並無任何好處，既損人、亦損己。香港將
會一如既往，毫不動搖地落實 「一國兩制」政策
方針，繼續享受《香港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和切
實履行其義務。無論是過去、現在或將來，香港
都會繼續為國際社會及國際商貿作出應有的貢
獻。

港將繼續恪守國際協定
聲明提到，目前香港享有的權利由香港《基本

人齊聲向暴力說不，希望特區政府果
斷地制止暴力，不要讓暴力成為一種
慢性疾病，否則香港社會、經濟發展
必將遭受重創。

各界人士批美搬石頭砸自己腳
香港各界人士指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和 「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符合包括美方在內國際社會的共同利
益。他們批評，美國部分議員為一己政治私利，提出
推動所謂 「
2019 年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不僅是與
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過不去，也是與各國在
港企業和公民的利益過不去，必將損害美國在香港的
利益，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蔣麗芸建議政府考慮引用緊急法，啟
動有日落條款的《禁蒙面法》。她認
為，示威者蒙面後較易作出不理性行
為，相信《禁蒙面法》可減少這些行
為，以至持不同政見者之間的衝突。
自由黨和工聯會都支持訂立《禁蒙面
法》，工聯會的郭偉強要求政府仔細和
加快研究訂立《禁蒙面法》，認為不論
對警隊加強人群管理，以及減少暴力場面均有成效。
新民黨容海恩指出，《禁蒙面法》在法律上可行，但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修例風波持續，
因應網民近日擬發起多場示威活動，立法會昨日宣
布，警方評估金鐘一帶於 9 月 28 日、9 月 29 日及 10 月
1 日將會面對嚴峻的保安風險，立法會大樓將實施特
別的保安安排，包括若情況有需要，立法會秘書長陳
維安在徵詢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梁君彥及另外 2 名當
然委員的意見後，會要求警方在大樓內外候勤，以處
理突發事件。

立法會大樓安全早前多次受到威脅。圖為 8.31 暴
徒破壞情況。
路透社

大樓保安系統未全面恢復
據秘書處發給立法會議員的電郵顯示，根據警方最
新評估，金鐘一帶於該 3 天將會面對嚴峻的保安風
險，在立法會綜合大樓附近可能爆發暴力衝突，對大
樓使用者的安全構成即時威脅。行管會購買的公眾責
任保險涵蓋議員、議員的職員、記者及公眾人士，但
該保險單目前的承保範圍並不包括由暴動或社會騷亂
所引致的人身損害及財物損失。由於現時大樓外牆仍
有待修復，各個保安系統亦未全面恢復運作，當遇上
緊急事故時，秘書處將無法透過廣播將信息通知大樓
使用者。

王毅：評香港問題
須以事實為依據
應支持港府依法止暴制亂

建制派冀政府盡快止暴制亂。 記者 馮瀚文攝
現時是否合適時間推出，及以什麼形式推出有商榷之
處。

私隱署：無權令
域外機構提供資料
【香港商報訊】因應近日有網站公開傳媒及其他市
民的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昨日表示，涉事網站的
域名在俄羅斯登記，該網站的伺服器亦並非設於香
港，由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私隱條
例》）沒有域外管轄權，所以公署並無法定權力迫令
相關的域外機構（包括分派域名的公司及提供伺服器
的公司）提供該網站營運者的資料。公署表示，已要
求有關網站移除及停止上載涉及 「起底」甚至違法的
內容／帖文 ，及聯絡當地保障私隱機構，亦已聯絡
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

有需要會要求警方候勤

法》賦予，包括保持自由貿易港和獨立關稅區地
位，在不同領域如經濟、金融、航運、貿易、通
訊、旅遊、文化、體育等以 「中國香港」 名義與
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通商、合作及發展關係，並
簽訂和執行雙邊及多邊協議，這些權利並非由任
何外國政府或立法機關施予。事實上，回歸前
後，香港在 「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 「關稅及
貿易總協定」內，一直享有獨立關稅區地位，時
達數十年。一直以來，香港嚴格恪守國際協定、
國際規則、法律及商業道德與世界不同國家和地
區通商，以及參與眾多有關領域的合作，成績斐
然，有目共睹。

【香港商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務委員兼外長
王毅日前在美國紐約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接受採
訪時表示，如果要對香港事務發表評論，必須以事
實為依據。中方不接受任何沒有事實依據的指責。

倡立含日落條款禁蒙面法

立會大樓將實施特別保安

立法會秘書處昨日發出通告，指根據警方的最新評
估，金鐘一帶於 9 月 28 日、29 日及 10 月 1 日將會面對
嚴峻的保安風險，立法會大樓附近可能爆發暴力衝
突，對大樓使用者的安全構成即時威脅，鑒於大樓在
8 月 31 日及 9 月 15 日均曾出現危險情況，基於保安理
由並為保障大樓使用者的安全，行政管理委員會決定
在上述 3 天作出實施特別保安安排。
立法會強烈勸諭所有大樓使用者不要返回大樓或在大
樓逗留，立法會停車場及天橋入口將暫停開放。若情況
有需要，秘書處會通知在大樓內的人士盡快撤離，故需
要準確掌握逗留在大樓內的人數，因此在上述 3 天的凌
晨零時開始，進入及離開大樓的議員職員、議員訪客及
記者，均須於公眾入口 2 登記。若情況有需要，立法會
秘書長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將在徵詢行管會主席後會
發出紅色警示。而紅色警示發出後，除指定的秘書處職
員及執勤的警員外，其他人均不可進入大樓。

國內政的干涉。
數據顯示，過去 10 年，美從香港所獲貿易順差總額
累計高達 2970 億美元，是美方最大的順差來源地，目
前有 1300 多家美國公司在港經營。

建制派聯署指美爭取政治籌碼

建制派晤林鄭 促盡快止暴制亂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暴力示威行為不
斷升溫，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早約晤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呼籲政府盡快止暴制亂。民建聯蔣麗芸建議政府
考慮引用緊急法，啟動有日落條款的《禁蒙面法》，
禁止市民於非法遊行集會或暴亂現場蒙面。

林大輝批評美國會嚴重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自 6.14「起底」個案逾千六宗
公署表示，自 6 月 14 日起，截至 9 月 27 日中午 12
時，共接獲及主動發現 1636 宗相關個案，所涉網上
社交平台及討論區共有 10 個，所涉的連結共有 1916
條。公署已 56 次要求涉事平台移除 1421 條連結，其
中 541 條已被移除，至於仍未被移除的連結，公署
會繼續要求有關平台移除及對有關平台持續進行檢
視。此外，公署已將 952 宗個案交予警方作進一步
刑事調查。
公署表示，在近月不斷出現肆意侵犯個人資料私
隱、網絡 「起底」及欺凌的情況下，警方日前已首
次 以 與 《 私 隱 條 例 》 第 64 條 有 關 的 罪 名 作 出 檢
控。

王毅指出，香港現在的問題是一些暴力分子正在
嚴重違反法治秩序，瘋狂破壞公共設施，各方應支
持香港特區政府盡快依法止暴制亂，恢復法治，而
不是發出錯誤信號，使得那些違法犯罪分子更加有
恃無恐，肆無忌憚。這才是客觀公正的作法。
另外，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 26 日就涉港問題
向英方闡明嚴正立場，對英國政府官員再次就香港
事態說三道四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 26 日就香港問題接受議會緊急
質詢，表示英政府對香港局勢深表關切，中國應遵
守《中英聯合聲明》以及《聯合國憲章》等規定的
人權等義務。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發言人說，中方已多次就涉港
問題向英方闡明中方嚴正立場。香港回歸以來，
「一國兩制」取得國際公認的巨大成功，香港民眾
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與權利。香港早已不是英國的
殖民地，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英國對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
發言人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
外部勢力以任何藉口進行干涉。希望英方立即停止
一切插手香港事務、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

邱騰華促外國
尊重港應有地位
【香港商報訊】就美國國會可能通過一項有關香港
的新法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指出，
港府認為美國和香港關係建基於互惠互利，不單是經
貿方面，更包括共同價值等多方面。他強調，《基本
法》賦予的權利，不是任何一個外國政府或議會恩
賜，港府亦需要維護尊嚴和主權，希望其他政府和議
會尊重香港和國家應有的地位和權利。
邱騰華指出，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地區以及一國兩
制下自由開放的地方，享有的所有條件，都是源於
《基本法》賦予的權利，香港有絕對自我意願維持
港人一向重視的高度自治，及各領域下的按《基本
法》享有的權利，如果外國政府或議會有不了解的
地方，港府會繼續做游說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