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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在英國投資

200萬英鎊（約262萬美元），

即可獲得黃金簽證；能在英國

居住五年並工作，接著可申

請永久居留。英國官方統計顯

示，今年第二季發出的 124 張

黃金簽證中，超過半數被中國

大陸及香港華人拿走。

申請英國投資移民的中

國大陸人和香港人在第二季大

增。今年第二季有 13 名香港

富豪，投資 1000 萬英鎊取得

這種黃金簽證。

據一家移民顧問公司表

示，第二季詢問英國投資移民

的中國大陸人和香港人比去年

同期增加 260%。該報導說，

英國吸引的香港投資移民大

增，和香港局勢有關。

越來越多的香港人憂心政

治情勢，紛紛出走。專門辦理

移民的業者表示，近幾個月接

到諮詢電話比先前多了13倍，

老中青三代都要出走。除了臺

灣、澳洲、加拿大外，南歐的

葡萄牙也是一些香港人選擇移

民的國家。

港府為何修訂《逃犯條例》

去年 2 月，香港公民潘曉穎去

臺灣遊玩期間被同為香港人的男友

陳同佳殺害，由於謀殺案發生在臺

灣，按照香港法律陳同佳必須在臺

灣接受與謀殺有關的指控，才能以

謀殺罪論處。臺灣曾經三度要求香

港將陳同佳遣送至臺灣受審，均遭

港府以雙方沒有司法互助機制而不

予回應。但在該案發生一年後，港

府突然提交《逃犯條例》及《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修正草案，

建議香港以外的司法管轄區（延伸

至中國大陸、澳門、臺灣）可以要

求香港機構提供協助。

一直以來，港府也都打著陳同

佳案的旗號，強推《逃犯條例》。

但臺灣媒體「上報」日前的報導引

述知情人士說，香港於今年 2 月開

始強推《逃犯條例》的真正原因，

是 2018 年 12 月 1 日中國華為公

司副董事長兼財務長孟晚舟在加拿

大被捕。

該知情人士說，掌握中國重

大機密的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使

得中國在管轄權順序上居於劣勢，

中共為了反制，決定在國際重要政

商人士聚集的香港布下法網。一旦

英國黃金簽證 
華人拿走超半

根據加拿大全球事務發言人

Guillaume Berube 的說法，在孟

晚舟被抓捕後的一個月時間裡，就

有 13 名加拿大人遭到中共拘留，

其中大陸官方公開承認的只有 3
人。今年 6 月時，中國外交部也公

開承認，加中雙方的外交爭端「完

全取決於加拿大」，而且與孟晚舟

直接相關。此前《蘋果日報》從接

近香港特首辦的消息人士處獲悉，

中共為報復美加政府聯手拘捕孟晚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一

直以來，港府都聲稱推動《逃犯條

例》修訂的起因是2018年初發生在
臺灣的潘曉穎命案。但臺灣媒體近

日指出，北京推動港府修例的真正

起因是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在加拿大

被捕。

通過了《逃犯條例》，中共當局就

可以憑借香港特首的職權，將所謂

「觸犯中國法律」且身在香港的中

國或外國人移送至中國受審。知情

人士表示，這才是北京要求港府必

須貫徹修例工作的原因。

截至目前，中共官方尚未對

「上報」的報導做出回應。但外界

注意到，在孟晚舟被抓不久，中

共就展開了一系列報復行動，在

中國大肆抓捕加拿大人。

舟，藉修例將在港人士「送中」，

向在港的美加商界施壓。路透社

8 月末的一篇報導指出，在「反送

中」問題上，港府的一切決定都在

北京掌控之中。

在撤回《逃犯條例》後，林鄭

宣稱北京方面對她的做法「理解、

尊重與支持」。但中共官方對此卻

低調回應。分析指出，北京當局目

前的沉默狀態，是為了觀察港府撤

回修例所產生的後續效應。

9月9日，一些學生和校友手牽手，組成聯校人鏈，要求政府聽取民意。（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2019 年 9 月

6 日，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大學

舉行「黃金時代」活動，紀念

30 年前柏林牆倒塌。諾貝爾

和平獎得主、前波蘭總統萊

赫‧瓦文薩應邀發表了開場

演講。丹麥王儲妃、外交大臣

等重要人物也出席了開幕式。

「黃金時代」的紀念活動

以「2019 年歐洲將會發生甚

麼，我們將走向何方，我們

可以從 1989 年的勇氣和自由

中學到甚麼？」為主題和探討

方向。

前波蘭總統萊赫 ‧ 瓦文

薩是 20 世紀 80 年代波蘭民

眾起義的領導者，導致了波

蘭共產主義集團的崩潰。萊

赫 ‧ 瓦文薩在「黃金時代」

開幕演講中說：「我是虔誠的

天主教徒，我相信這是神給

予我的奇跡！」

1989 年，萊赫 ‧ 瓦文

薩給波蘭人帶來的自由在整

個東歐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

應──柏林牆倒塌，德國統一

和後來蘇聯的解體。

萊赫 ‧ 瓦文薩說，我很

佩服戈爾巴喬夫，他有勇氣

以辭職的方式解體了蘇維埃

政權。瓦文薩最後還表示：

「希望中國人民得到真正自由

的那一天早日到來。」

丹麥舉行活動  
紀念柏林牆倒塌

倫敦（Chris Sampson/
WIKI/CC BY-SA）

東南亞通常是中國遊客選擇

遠距離目的地的第一考量。

東南亞地方政府和公司投入

了鉅資擴建度假村、酒店和旅遊

設施，而中國的經濟衰退正威脅

著東南亞旅遊業。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

導】中國超大天文望遠鏡近日探測

到「快速射電暴」多次重複爆發。

據悉，該「快速射電暴」來自距

離地球約 30 億光年的矮星系，目

前，國際科學界均沒有對這種「快

速射電暴」起源的合理解釋。

多家大陸媒體近日報導，被稱

為「中國天眼」的 500 米口徑球面

射電望遠鏡（FAST）日前探測到

編號為 FRB121102 的「快速射電

暴」的多次重複爆發，捕捉到目前

全世界已知數量最多的脈衝。

專家稱，這個「宇宙深處的神

秘射電信號」的信號源位於距離地

【看中國記者路克編譯】從

巴厘島寧靜的海灘到河內酒店

空蕩蕩的房間，中國經濟萎靡

和人民幣貶值的影響正波及東

南亞的旅遊地區。

據彭博社報導，幾年來，

中國出境旅遊的熱潮帶動了整

個東南亞的旅遊業，但當前正

面臨衰退。

根據麥肯錫的一份報告稱，

過去十年來中國消費者的收入增

加，使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出

境旅遊市場，出境旅遊總數從

2010 年的 5700 萬人次增加到

2017 年的 1.31 億人次。

FAST 工程臺址與觀測基地系

統總工程師朱博勤在去年末對外表

示，中國「天眼」將從 2019 年開

始搜尋外星人。朱博勤直言，搜尋

地外文明（外星人），是中國「天

眼」的終極目標之一。物理學家霍

金生前曾多次警告，中國「天眼」

射電望遠鏡容易惹到外星人。在中

國建造「天眼」射電望遠鏡之時，

霍金就對這個「天眼」計畫提出質

疑，並警告中國停止該計畫。

中國啟用「天眼」射電望遠鏡

後，很快探測到一個 1300 多光年

之外的可疑宇宙信號，中方稱此

信號來自於外星人的「警告」，當

時中國科學家還計畫發出「善意信

息」給對方。但霍金獲悉後警告中

國：「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中國「天眼」收到大量神秘信號 東南亞度假中國遊客減少
球約 30 億光年的矮星系中。事實

上，早在 2007 年，人類就已經發

現了第一個「快速射電暴」，但國

際科學界一直無法給出關於這種

「快速射電暴」起源的合理解釋。

對於 FAST 最新探測到的「快

速射電暴」，科學家目前已排除

了飛機和衛星等的干擾因素，後

續交叉驗證正在進行之中。

探測到上述快速射電暴的「天

眼」射電望遠鏡，位於貴州省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縣克度鎮大

窩潭的喀斯特窪坑中，是目前世界

上最大單口徑、最靈敏的射電望遠

鏡，於 2016 年 9 月 25 日啟用。

【看中國記者王維中採訪報

導】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至今仍然

不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

民衝突，反而委任二位自己人入

監警會。為何林鄭堅持不成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

今年 8 月有傳媒公開一段林

鄭與青年閉門會面錄音，清楚聽

見林鄭曾表明，警方抗拒成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今年 7 月也因為回應元朗暴力

事件，警方的執法水平時，表示

願意為此代表警隊道歉。其後引

來警務督察協會的不滿，政協副

主席、前特首梁振英隨即也透過

個人 FB 發文撐警。

香港資深評論員程翔分析林

鄭不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原

因。他直言：連監警會主席梁定

邦及建制派都認為應該成立獨立

調查委員會，「證明林鄭非常的

心虛，因為一旦成立獨立調查委

員會時，首先要調查的就是為何

林鄭會如此魯莽的去拆除一國兩

制之間最重要的防火牆（推動

「送中」惡法），這個問題她無

法解釋。還會調查在整個修例過

程中，她為何如此傲慢排除所有

各界人士提出的反對意見。」

另外，還會調查為何整個

建制派都無法阻止她強行推動惡

法。也就是香港今次這場災難，

根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阿習

是打工一族，以前的他沒有參加過

任何政治活動，直到今年 6 月 12
日。那天大批示威者包圍立法會，

阻止《逃犯條例》修訂，進行二讀

辯論。

當時的他完全不瞭解修例是甚

麼，就上網看了現場直播。

阿習看到警察開槍打示威者、

學生，決定下班之後去看看。他在

下午 5 時到了金鐘。他沒有帶口

罩，出於好奇，只是想看看發生了

甚麼事。

他看見警察拿胡椒水，向樓梯

下面噴。阿習被噴了胡椒水之後，

很快就被急救員抬到一邊去，用生

理鹽水沖洗。

阿習說，當天的經歷對他而

言，是一場政治覺醒，讓他開始反

思香港的時局。

從那天起，他認識了一班朋

友、學生，當他瞭解到香港政府如

何從民主走向獨裁，不斷地打壓市

程翔質疑港府管不了港警一個香港人的自白

【看中國訊】27歲的阿習（化名）
以前和很多香港人一樣，對政治漠

不關心，但一場「反送中」運動，

讓他從「不問世事」，變成了「勇

武抗爭」。他經歷了甚麼？

民，並發現一個個政治人物的真面

目後，他開始深究，為何香港會變

成這樣？為何民生上會出現那麼多

的不公道？當他瞭解得越多，就越

看不到香港的未來。之後幾乎每次

活動，他都會參與。

有人稱他們是「勇武派」，那

麼，「勇武」是甚麼呢？

阿習說：「其實勇武，我就不

覺得是勇武，我們只是自己保護自

己。從 6 月到現在，有哪次是我們

主動去攻擊警察？其實我們只是保

護自己，保護『和理非』。其實勇

武並非其他人想像中的，所謂去主

動打警察。」

然而，每一次抗爭後，特首林

鄭月娥都會第一時間強烈譴責，批

評他們是暴徒。而對於民間的「五

大訴求」，她至今只肯回應其中的

一個。

阿習說，政府的不斷滅聲，以

及對訴求的「冷處理」，讓他感到

無力，亦無助。

阿習說，政府甚至質疑示威者

是要搞港獨。

阿習指出，港獨從來都沒有人

講過，我們只想爭取真普選。我們

只是想一國兩制重回，基本上現在

有甚麼？我覺得完全沒有，香港其

實不是香港人作主。

林鄭及建制派都有不可推卸的責

任。程翔補充說：「當中中聯辦

扮演甚麼角色，也會被調查。」

程翔指，整個香港警隊究竟

是聽誰的話？「從今次整個修例

運動，港人看的很清楚，整個警

隊不是聽命於香港政府，可能是

聽命於來自北京方面的力量。」

何以見得？他說：「因為當

6.12 暴發嚴重的警民衝突後，

民間首次提出要成立獨立調查委

員會，但四個警察工會組織立即

反對，連之後 7.21 發生元朗暴

力事件，也同樣反對，甚至張建

宗也要為自己的言論向這些警察

工會組織道歉。」

為何警隊敢於對抗自己的

「雇主」港府？程翔表示：自北

京接管香港後，中共公安部在香

港中聯辦設立警務部（警務聯

絡部），「自從公安部在香港設

立警務部後，整個香港的警察，

人才的培養，領導層的物色、培

養、訓練，很明顯都已轉到公安

部手上。我們看到從曾偉雄開

始，到盧偉聰，在這兩個香港警

務處處長晉陞的過程中，都看到

中共刻意物色、培養、訓練的軌

跡。」程翔說：「從今次反送中

運動中看到警方使用的武力越來

越肆無忌憚，令人質疑現在香港

警察是聽誰的指揮。」

印尼巴厘島（Uwe Aranas/
WIKI/CC BY-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