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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美國會無賴報告自揭醜陋嘴臉

美國 「國會
及行政當局中國
委員會」 7月12
日發表一份所謂

的 「研究報告」 ，公然威脅要 「制裁」 香
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和15名香港的司法
人員。這是一份徹頭徹尾的 「美式霸權報
告」 ，也是一份 「無賴報告」 。為了替其
在港政治代理人開脫罪行，不惜動用 「國
家機器」 來打壓香港法治，其醜陋嘴臉表
露無遺。但美國當局如果以為這就能 「撈
人」 成功、免除黎智英等人的罪責，不過
是異想天開。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犯
了罪，都要面臨法律後果，美當局的惡行
永遠不可能凌駕得到法治之上！

打着「法治」旗號踐踏法治
這份 「研究報告」 在沒有任何事實依

據的情況下，散播嚴重不符事實的抹黑言
論，攻擊特區司法人員檢控是出於 「政治
目的」 ，並嘗試以所謂 「制裁」 恐嚇香港
特區檢控人員。整份 「報告」 唯一接近事
實的是一個數字：修例風波有10500人
被捕。美當局意圖以此來證明所有人都是

「政治犯」 、所有人都遭到 「政治檢控」 。
但顯而易見，這是徹頭徹尾的詆毀。

根據警方公布數字，由2019年6月9日
至今年4月30日，警方於各區示威活動中共
拘捕10278人。警方已檢控當中的2850人，
佔被捕人27.7%，涉嫌參與暴動、非法集
結、傷人、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普通襲
擊、縱火、刑事毀壞、襲警、阻礙警務人
員執行職務、藏有攻擊性武器等。而已經
或正在司法程序處理的人士當中，1502人
須承擔法律後果，包括1194人被定罪、298
人須簽保守行為、6人被判照顧或保護令及
4人藐視法庭（民事程序）。

由上可見，被捕者中沒有一個是涉及
「政治罪」 的，而是傷人及縱火等刑事罪
行。更何況，一萬人被捕，僅一千多人需
承擔法律後果，比例是非常之低。所謂的
「政治檢控」 指控根本站不住腳。相反，
看看2020年美國國會山莊暴亂，據美國媒
體報道，截至今年初，有725名涉嫌參與衝
擊國會事件的人被捕，其中71人已被判刑。
而其中最出名的 「牛角男」 被控以所謂的
「妨礙官方程序」 罪名，入獄41個月。 「妨

礙官方程序」 就能重判數年，正如美國一

些媒體所指出的：這才是真正的 「政治檢
控」 ！美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為
何對此視而不見？

事實上，炮製 「研究報告」 來抹黑香
港，並非孤例。今年5月份，七名美國國會
議員就寫信給拜登，要求制裁香港法官。
而張崑陽等潛逃海外的 「港獨」 分子更是
不斷叫囂要 「制裁」 香港。此次 「研究報
告」 的出台，不過是美國當局反中亂港的
又一反映而已。但平日口口聲聲說 「維護
法治」 的美國當局，竟公然做出威脅恐嚇
法官、 「制裁」 司法人員的行徑，足以說
明其虛偽的真面目。美國當局從來不尊重
真正的法治精神，例子數不勝數。2017年
11月國際刑事法庭檢察官提出要調查駐阿
富汗美軍涉嫌干犯的戰爭罪行，特別是虐
待被拘留人士。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
爾頓立即揚言制裁國際法庭： 「我們不會
和它合作，不會提供援助，也一定不會參
與其中。我們會讓國際法庭 『自己死去』
（die on its own）。」 如此囂張，眼中
何有對法治的丁點尊重？

這就是美國的真面目！打着 「民主」
「法治」 幌子，為反中亂港分子站台。美

政客把闖入國會大廈的示威者定性為 「暴
徒」 ，卻把香港的暴徒稱為 「民主英雄」 ；
在美國被視之為 「恐怖主義」 的暴力違法
行為，在香港卻成了 「最美風景線」 ；美
方自己的國安立法密不透風，卻不允許中
國堵上 「安全漏洞」 。美政客口口聲聲捍
衛 「人權」 「自由」 ，實際卻與反中亂港
分子沆瀣一氣，破壞香港穩定發展。他們
自詡的 「法治」 不過是美式 「雙標」 的又
一翻車現場。

「美式法治」的「遮羞布」
但必須指出的是，美國當局的 「制裁」

恐嚇，幫不了黎智英等亂港分子。正如特
區政府發言人表示： 「基本法第六十三條
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
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干涉』 包
括任何外部干涉。檢控決定一向並將繼續
根據法律、證據和《檢控守則》作出，僅
此而已。香港是法治社會，不論刑事罪行
的性質或涉案者的背景，包括政治背景，
上述原則同樣適用。」 發言人說： 「美國
『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嘗試把謊
言重複一百次，假做成真理，只反映其小

人之心、下流
行為。」

「研究報
告」 以及 「制
裁」 的威脅，
不但幫不了美
國在港的政治代理人，更是進一步暴露其
虛偽醜陋的嘴臉。《紐約時報》在今年3月
份刊文《美國是唯一握有制裁大棒的超級
大國，務必小心使用》認為，美國濫用制
裁這一行為損害了其長期利益，更是動搖
了美國在世界舞台的信用。事實正如其所
說，美國的 「制裁」 已發揮不了多大作用，
正如美國的國力衰退還要逞強一樣，不過
是一塊 「遮羞布」 而已。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律政司所
有人員必定繼續盡忠職守，無畏無懼和堅
定不移地履行職務，以維護香港的最佳利
益。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重申不
擔心受到所謂 「制裁」 ，並表示： 「我們
無所畏懼。我對我的同事充滿信心，並將
竭盡所能，確保他們能夠毫無憂慮地履行
職務。」 香港市民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堅
定維護香港的法治！ 時事評論員







































民主黨籌款宴會真正目的何在？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
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在香港社會
引起強烈反響。認真學習習主席講話，
3800多字，字字珠璣，深感這是一部綱
領性文獻，是對 「一國兩制」 實踐的又
一次理論昇華，是引領 「一國兩制」 行
穩致遠的指路明燈。對當前正處在從由
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的香港，
具有凝聚人心、引領行動的重大意義和
現實意義。

「一國」是「兩制」的根本
一、習主席強調了 「一國兩制」 的

原則底線
習主席指出， 「一國兩制」 的根本

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這是中
央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一以貫之的原
則。

習主席五年前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周年大會上明確指出，要把堅持 「一
國」 原則和尊重 「兩制」 差異、維護中
央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
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
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
候都不能偏廢。

維護好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也是香港長治久安、繁榮穩定的保
障。國家好，香港好。 「一國」 根本利
益的是土壤，在此基礎上，香港的 「兩
制」 百花齊放，滿園春色。只有這樣，
「一國兩制」 才能行穩致遠。

二、習主席指明了香港未來前景
回歸之前，一些人對 「一國兩制」

心存疑慮，部分人移民離開。但事實勝
於雄辯，香港回歸25年來，中央對香港
始終高看一眼、厚愛有加。當金融風暴、
非典疫情、新冠疫情襲來時，中央總是

及時出手相助，香港有求、祖國必應。
每一份關愛，港人都深有體會。

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25年時
間足以證明， 「一國兩制」 是一個偉大
創舉，實踐獲得了公認的成功。中央政
府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好，為
了香港、澳門好，為了港澳同胞好。
習主席向全世界宣示 「這樣的好制度，
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
鏗鏘有力的話語，一錘定音，再次展
示出中央對承諾堅守的戰略定力和歷
史自信，令港人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
心！

三、習主席指明了香港的發展方向
習主席將 「一國兩制」 實踐成功的

規律總結出 「四個必須」 ，對新一屆特
區政府提出了 「四點希望」 。

「四個必須」 告誡我們， 「一國兩
制」 實踐應該怎樣做，怎樣才能確保行
穩致遠。這四點既是經驗也是規矩。港
人要深刻理解中央的良苦用心，也要懂
得遵守規矩。

新政府展現新氣象
「四點希望」 從治理、發展、民

生、穩定四方面對特區政府提出了施政
重點方向。每一方面，都切中肯綮，抓
住了香港最關鍵問題。許多市民感慨 「習
主席講到了我們心裏」 。

我們高興地看到，新任特首李家超
帶領新一屆政府管治團隊，正式履新十
多天以來，馬不停蹄展開工作。迅速成
立 「土地及房屋供應統籌組」 、 「公營
房屋項目行動工作組」 、 「弱勢社群學
生擺脫跨代貧窮行動小組」 和 「地區事
項統籌工作組」 四個工作組，積極落實
中央要求，其速度、力度、決心都令人
刮目相看。

「行而不輟，未來可期」 。香港只
要按照習主席指明的方向，堅守 「一國
兩制」 正道，未來必定充滿光明！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香港
九龍社團聯會會長

行而不輟 未來可期
──學習習主席講話體會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四大趨勢

2022年3月18日我在本欄發表評論
稱——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始於人類
邁入21世紀；從2022年起，進入第四階
段—— 「新冷戰」 與局部 「熱戰」 相糾纏，
世界重心東移與逆東移的鬥爭進入白熱化
階段。

2022年過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第四階段呈現四大趨勢。

「局部熱戰」趨於長期化
一是以俄烏衝突為標誌的 「局部熱戰」

趨於長期化。
美西方對俄烏衝突的基本判斷是一廂

情願，既明白俄羅斯不可能被打敗，卻堅
持非打敗俄羅斯不可。不久前，數十個歐
美國家在瑞士召開所謂國際援助烏克蘭戰
後重建會議，提到要俄羅斯承擔數千億美

元的重建費用。
基辛格是清醒的，他以99歲高齡，最

近兩次對媒體發表談話，第二次談話雖對
俄烏衝突前景提出3種設想，但仔細領會他
是憂慮戰火蔓延而導致美西方與俄直接開
戰。

7月7日，普京在會見俄國家杜馬（議
會下院）領袖時，首次明確表示， 「人人
都應該知道，總的來說，我們還未認真開
始幹什麼。同時，我們沒有拒絕和談。不
過那些拒絕的人應該知道，愈是那樣，他
們愈難跟我們談判。」

二是以美國全面遏制中國為標誌的 「新
冷戰」 繼續惡化，可能走到 「熱戰」 的邊
緣。

以2018年7月6日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
首次對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
25%關稅為始點，至今美國對華貿易戰已
持續4年。事實證明，美國是得不償失。盡
快降低對中國商品的進口關稅有利於美國
壓抑高通脹。但是，美國執迷於阻撓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不僅不願意結束貿易戰，
相反，在中國周邊加快構建圍堵中國的包
圍圈。

美國既把自己陷入同時對付俄羅斯和
中國的困境，又竭力顯示它以中國為主要
對手。拜登政府一方面炮製 「印太經濟框
架」 等展示中國是美國主要對手，另一方
面不斷強調與中國加強溝通、構建 「護
欄」 ，避免與中國的 「新冷戰」 升級為 「熱
戰」 。

美國既無力同時與俄羅斯和中國開戰，
卻在台灣問題上不斷玩火、變本加厲。

中國政府洞若觀火，給中美兩國之間
的 「護欄」 下定義。7月7日外交部發言人
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記者關於中美兩國
外長在20國集團外交會議期間會晤的關鍵
目標之一是要加固兩國關係的 「護欄」 問
題時首次表示，中美關係的 「護欄」 就是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
7月9日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晤時指出，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才是兩國最可靠的 「防

護」 。
有一種觀點稱，美國如果不支持民進

黨當局阻撓兩岸統一，那麼，美國就將喪
失其盟友尤其在亞洲的盟友的信任，白宮
承受不起這樣的代價。

但是，對於中國來說，如果聽任 「台
獨」 ，那麼，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
就將遭受嚴重損害。中國國防部長不止一
次告訴美國國防部長，中國人民和中國人
民解放軍實現台灣與大陸統一的意義，等
如美國人民和軍隊在歷史上為美國國家統
一而進行南北戰爭。拜登政府切莫以為，
它一邊稱中美兩國建 「護欄」 ，一邊以 「切
香腸」 方式扶持 「台獨」 可以得逞。拜登
政府一意孤行，將把中美關係推至戰爭邊
緣。

美為維護霸權無所不用其極
三是新冠疫情持續演變迭加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變局加快全面深化，導致全球產
業鏈、供應鏈以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為分

界，加劇斷裂和重組。美西方國家正普遍
步向滯脹。全球整體經濟面臨不亞於上世
紀30年代的大蕭條。

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存在。
中國擁有龐大國內市場應對全球經濟政治
衝擊。同時，必須看到，與2009年應對美
國百年一遇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打擊相
比，目前中國和印度等其他主要新興經濟
體的挑戰是更多而不是較少。

四是全球範圍和絕大多數國家內部的
貧富差距繼續擴大，全球層面和絕大多數
國家的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
努力則趨於弱化。全球範圍和相當多國家
正在發生糧食危機。石油危機使相當多國
家，尤其西方不少國家重新使用煤作為主
要能源。美西方把責任推給俄烏衝突。深
刻的根源則是美國不顧人類福祉而維護美
國霸權。

四大趨勢不以人們主觀願望為依歸，
唯有勇敢應對。

資深評論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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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高調
舉行 「年度宴會」
籌款，真正目的何
在？其前黨主席李

永達日前在英國與反華分子的對話，是
否說明了民主黨的未來動向？

民主黨前副主席李永達身為民主黨
創黨成員，去年6月以元老身份 「出山」
參與副主席補選，然後成功當選。可笑
的是，這位本應作為黨內支柱的元老級
副主席，上任兩個月就匆匆出逃。即
便如此，李永達仍然能繼續霸佔副主
席之位長達九個月，至今年5月才宣布
退黨。

極盡抹黑香港之能事
李永達早前在另一位大佬劉慧卿的

網台節目上解釋，退黨是希望減少民主
黨的壓力，又稱 「我知嘅嘢係唔少，或
者講重啲，我知嘅嘢太多喇。我唔係太
容易留得低喺香港，而又好舒服地覺得
我唔會連累其他人」 ，並指個人與民主
黨理念沒有分歧，今年6月開始會在英國
「有所行動」 云云。

由上月開始，李永達確實如其所說
展開 「行動」 ，多次在英國接受各種亂
港組織、外媒的訪問，攻擊香港、攻擊
「一國兩制」 。上月30日，其接受 「香
港監察」 行政總裁羅傑斯訪問，抹黑香
港國安法，將自己畏罪退黨潛逃包裝成
被國安法打壓，又要求國際社會繼續關
注香港的 「政治犯」 ，更表明自己要為
西方國家在軍事、經濟上對抗中國作出
貢獻云云。

這番言論根本與黎智英之前所說的
「為美國而戰」 如出一轍，是公然勾結
外國勢力，以及徹頭徹尾的違法言行。
李永達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就是民主黨
過去一直在做，但現在不敢再做的事，
簡言之，就是在國際上極盡抹黑香港之
能事，爭取外國勢力支持。或者說，與

外國勢力勾結就是民主黨遺留下來的 「黨
風」 。

民主黨過去多年與外國勢力勾結已
不是什麼新聞，動輒與外國領事館人員
會面，用外國官員或機構的話向特區政
府施壓，至2018年，民主黨更成立所謂
「國際事務委員會」 ，聲稱要讓國際了

解香港的情況，加深與外國領事及商會
的聯繫，但實質上是為與外國勢力勾結
提供一個 「名正言順」 的藉口。而正是
在這個 「國際事務委員會」 成立後半年，
香港便爆發了修例風波，從那時開始，
民主黨變本加厲與外國勢力沆瀣一氣，
各種抹黑攻擊不在話下，還呼籲西方 「制
裁」 香港。

對比如今，香港國安法已頒布實施
兩年與完善後的新選制運作暢順，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民主黨已無法像

以往般明目張膽走反中亂港之路。這時
候有李永達這位 「知道唔少」 的元老出
馬打 「國際戰線」 ，其實就是延續過去
與外國勢力合作那一套而已。李永達在
英國，一來可以把自己包裝成受 「迫害」
的 「民主鬥士」 ，打正旗號為民主黨延
續反中亂港路線，亦能間接尋求外國勢
力繼續支持；二來又可用 「已退黨」 來
做藉口，把自己的言行與民主黨分割開
來。但實質上，李永達與民主黨之間似
乎仍保持着聯繫，透過 「前黨友」 劉慧
卿的節目解話已是佐證之一，而且李永
達即便人在英國，也仍然能在黨內發揮
一定的影響力。

記得李永達潛逃消息初傳出時，引
起了民主黨內部不小的反彈，時任副主
席梁翊婷亦在社交網站上形容有人 「不
負責任，不知所謂」 ，當時仍是黨員的
蘇逸恒在消息傳出後，亦在社交平台發
文稱 「叫人衝，自己鬆」 ，雖然沒有指
名道姓，但批評對象眾所周知。

對於新世代的批評聲音，民主黨如
何處理呢？首先不是調解，是用一切力

量把這些反對聲音壓下去，比如中委尹
兆堅身在獄中也不忘託話，暗批某些人
是 「機會主義者」 ， 「結黨結派鑿沉船、
拖後腳……出嚟抽水」 ，總之不問三七
廿一，先將不合己見者進行 「人格謀
殺」 ，也讓公眾目光從李永達身上離開。

但民主黨的清算並沒有就此結束，
去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梁翊婷和蘇逸恒
支持其他參選人，民主黨中委會隨即因
為收到7人投訴，凍結兩人黨籍，再在兩
個月後極速革除二人所有黨務。難道這
也是一句巧合可以解釋嗎？客觀而言，
即使梁蘇支持他人參選不合黨規，但真
的嚴重到需要革除黨籍嗎？遑論梁翊婷
當時還是副主席，好歹也是由民主黨成
員自己選出來的，一個民選出來的副主
席，因為有 「7個人」 投訴，最終抵不過
中委會一次會議的決定，民主黨究竟有
多民主？公眾有目共睹。

從未與外國勢力切割
這也間接說明了，李永達即便名義

上退了黨，但對民主黨仍然有一定影響
力，為了保護大佬的 「聲譽」 ，民主黨
一眾中委似乎毫不介意拿小輩開刀。其
實李永達就跟之前潛逃的許智峯一樣，
雖然名義上不再是民主黨黨員，但仍然
能利用政黨的一些軟性資源，單是 「前
民主黨成員」 這個身份，就足以讓外國
勢力給幾分面子進行合作。

民主黨早前發表了所謂的 「立場
書」 ，雖然說 「仍然相信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是最切合香港
實際情況的安排」 ，但對於李永達、許
智峯等前黨員在國際上抹黑 「一國兩制」
的言行，民主黨又有沒有身體力行表示
反對，或割清關係？至少現在還沒有。
也可能是，這份 「立場書」 由始至終都
是自欺欺人。而此次又高調舉行籌款宴
會，真正目的又何在？市民無法不感到
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