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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香港修例风波的介入：评估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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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美关系进入竞争博弈时期以及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

力度不断加大。香港修例风波发生以来，美国借机深度介入，参与制造香港乱局，将与香港的逃
犯协议、单独关税区地位、通过涉港法案作为介入香港修例问题和遏制中国的手段。美国的介入
使香港局面愈加复杂，干扰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冲击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美
国对港政策愈益意识形态化，出现以经贸为主向政治利用为主的转向。在中美大国竞争博弈的背
景下，中国反制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要建立健全遏制外部势力干预的体制机制，维护国家安
全和核心利益。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要合作对美国可能取消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的
影响进行压力测试，提供减损预案，减轻美国对港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要坚持中央对港澳全面
管治权和港澳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统一，差异化、层次化、阶段化应对外部势力的干预，避免
香港问题干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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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美关系进入竞争博弈时期以及香港政治生态的变化，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力度不断加
大。2019 年香港修例风波发生以来，美国借机深度介入、参与制造香港乱局，推波助澜，蓄意恶化
香港局势，严重干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美国反华势力甚至试图推动香港乱局向中国内地
和澳门渗透。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对我国“一
国两制”实践构成严重挑战。程恩富、任传普对香港修例风波的政治经济根源作了分析，认为香港
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态、司法体制、教育体制以及外部环境和西方势力的干扰等是造成此次风波的
政治原因，香港近年来经济发展缓慢、两极分化趋于严重和民生问题无法有效解决等是此次风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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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原因

［1］

非立法活动

。郭永虎对美国国会干涉中国香港事务作了历史考察，指出其主要方式包括立法活动和

［2］

。笔者相关研究发现，美国国会通过举行涉港问题听证会、推动涉港法案、发布涉港
［3］

报告、向白宫施压、支持香港反对派的诉求以及资助非政府组织的涉港活动等方式介入香港事务

。

现有关于香港修例风波的评述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全面分析、总结美国对香港修例风波的介入动
机、方式、特点和影响，准确把握其动向和趋势，有利于我国从国际、国家和香港层面提出切实可
行的反制措施，完善防范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体制机制。

一、美国对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加大介入
2019 年初，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
案》，以使香港可与尚无长期司法互助安排的司法管辖区展开个案合作。修订《逃犯条例》及《刑事事
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的目的是完善香港法制、彰显公义，确保香港不成为犯罪者逃避刑责的天堂。《逃
犯条例》是在香港回归之前通过的。根据该条例，香港已经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 20 个司法管辖区订
立移交逃犯的长期协定，但不包括中国内地和澳门、台湾地区。美国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关注和介入
贯穿始终，角色尤为突出。随着香港修订《逃犯条例》风波的演变，美国的介入不断深化。
（一）施压取消《逃犯条例》修订
美国商会、国会议员、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众议长
佩洛西等连续就香港修例问题发声，表达美国反对香港修订《逃犯条例》的意见。美国国会、一些
智库还发表报告，声称香港修例将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存在，试图将该问题扩
大到国际层面，并以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涉港法案、重新评估《美国-香港政策法》、取
消美国与香港的逃犯协定和单独关税区地位作为施压手段。香港特区政府 2019 年 2 月提出修订《逃
犯条例》，时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就宣称香港修例会影响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双边协议。他是
最早在香港修例问题上表态的外国政府官员。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作为维护美国在港利益的“前台”，
成为美国介入修订《逃犯条例》这一具体香港事务的重要推手和执行者。唐伟康在《香港在印太经
济中的角色》演讲中表示，美国将香港纳入其印太战略中，寄望香港在印太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
美国将香港看作 1843 年开设领事馆以来最能体现美国在印太地区追求所谓自由贸易、公正贸易价值
的亚洲城市

［4］

。2019 年 3 月上旬，美国商会就香港特区政府拟修订《逃犯条例》，向保安局局长李

家超提交意见书。该意见书声称：修例对香港作为主要区域商业枢纽的声誉、地位有明显影响，在
香港的国际商业机构对内地法律和司法系统存有疑虑。3 月 21 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香港政策
法》年度报告，无端指责香港的自治情况。4 月 25 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声明，美国政府关注
香港修订《逃犯条例》。
2019 年 5 月 7 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题为“Hong Kong's Proposed
Extradition Bill Could Extend Beijing's Coercive Reach：Risks for the United States”的
报告，以国家安全为由关注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该报告妄言，如香港 7 月修例成功，
北京对香港的政治威权将会增加，香港自主权会进一步遭到削弱；可能违反《美国-香港政策法》，
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美国在港经济利益构成极大风险。该报告还妄言，如香港修例成功，香港
的法治及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会受损，会“削弱香港作为美国与国际企业安全营商地点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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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美国有超过 1 300 家企业设在香港，其中 300 家以香港为亚太地区总部。报告又妄言香港修例
触动美国国家安全及美国公民在港利益。报告提到，为避免日后美国舰艇在停泊香港港口时海军有
被引渡的潜在风险，美国需考虑使用其他港口作补给站。报告重申，香港一旦通过修例，美方有理
由重新审视与香港的关系；如香港自主权受损，美国总统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暂停适用香港政策法的
［5］

任何部分

。

2019 年 5 月 16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见香港反对派人士时表示，美国关注修订《逃犯条例》
对香港法治、营商环境、人权等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关注香港国际营商环境地位会否受到影响，以及
在港约 8.5 万美国公民人身安全会否受到威胁。这是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就香港修订《逃犯条例》表
态。同时，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表示，将组织参众议员联署要求香港特区政府
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短期内将重新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并会在重新提出的法案中提及《逃犯条例》修订事宜。5 月 17 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妄言香
港《逃犯条例》修订一旦通过，将对香港造成“致命一击”；呼吁西方国家共同反对修订《逃犯条例》。
（二）参与制造香港乱局
在香港各方围绕修订《逃犯条例》博弈进入关键阶段，特别是出现持续的大规模暴力事件过程中，
美国加大介入力度并参与制造香港乱局。一方面，美国继续加大对香港反对派力量的支持力度，包括
借助美国在香港的商业、舆论、非政府组织，直接和间接支持香港反对派力量发起游行、示威、包围
立法会、罢工、罢课等行动，并在国际舆论上对香港特区政府继续施压。另一方面，美国在官方表态
中指责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为香港反对派势力的暴乱“站台”。美国白宫高级顾问康韦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日本大阪 G20 峰会上提出美国对香港修例问题的关切。美国副总统彭斯在 10 月 24
日发表对华战略演讲，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成为其演讲的内容之一。彭佩奥更是多次对香港暴徒行
为颠倒黑白，实际上是煽动暴力。美国提出如果香港特区政府通过《逃犯条例》修订，将取消与香港
的逃犯协议，并蛊惑与香港签订逃犯协议的其他西方国家采取相同举措。香港暴徒行为在美国众议院
议长佩洛西眼中成为“美丽的风景线”，美国外交官成为暴力行动的幕后指挥者。美国国会与行政部
门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也表示，如果香港政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国会将修改 1992 年通过的《香
港政策法》。美国国务院、国会一再表示，如果香港通过《逃犯条例》修订，将考虑取消香港的单独
关税区地位。特朗普更是多次通过推特表示将香港局势的解决与中美贸易谈判挂钩，试图借助香港修
例风波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美博弈中寻找突破口，以此向中方在贸易谈判上施压，试图迫使中方让步。
（三）勾连香港反对派势力
美国在介入香港修例风波中与香港反对派相互借助、相互利用的程度在深化。对香港发生的重
大事件，外部势力一方面要维护自身在香港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最大化地利用事件本身。在香港政
治博弈中，香港反对派引入外部势力作为“外援”，形成香港反对派势力与外部势力内外勾连局面。
近年来，香港反对派势力频繁访问美国，与美国各方人士会面，引导美国介入香港事务，把外国势
力引入香港内部政治争议，为美国提供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理由和依据。香港反对派势力将“亲美
反中”作为基本政治思维，其国际活动以欧美为主要目的地。美国充分利用香港反对派这种思维和
诉求，借助香港反对派发声，传达美国对香港具体问题的政策。香港特区政府 2019 年初推动修订《逃
犯条例》以来，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众议长佩洛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等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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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多次与李柱铭、莫乃光、郭荣铿、黎智英、黄之锋等反对派分子会面，将修例问题扩大化，夸大
修例的威胁。2019 年 5 月 15 日，李柱铭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举办的论坛上，呼吁国际社会反对香
港修订《逃犯条例》；香港反对派势力盼望国际社会向特区政府施压，企望美方正式订立《香港人
权与民主法案》。8 月，“乱港四人帮”头目、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接受 CNN 访问时，更是乞求
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介入香港事务。

二、美国以推动涉港法案为主要介入方式
美国介入香港修例风波的主要方式是借助香港局势推动涉港法案，通过涉港法案施压中国政府
和香港特区政府。美国涉港法案更多体现的是美国的“威慑手段”，企图在中美大国博弈中通过“香
港牌”遏制中国。
（一）以新政策工具定位《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美国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作为介入香港事务和遏制中国的新政策工具。同美国把《与台
湾关系法》作为介入台湾问题的美国法律一样，1992 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成为美国介入香
港事务的所谓法律依据。美国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制定了《美国-香港政策法》。该法由美国国会两院
1992 年通过后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根据该法，美国政府承认中英联合声明，并继续视香港为一个
在政治、法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与中国内地完全不同的地区。面对 1997 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
行使主权，美国因应香港“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对香港实行不同于中国内地的特殊政策，将香
港与中国内地区别看待。近年来，随着香港局势的发展演变，美国一直试图借助推动新的涉港立法
来调整对港政策。随着香港修例风波的延展和暴力活动的持续，香港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再次凸显。
美国大力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实际上是美国再次以国内立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而其借
口是美国关注香港修订《逃犯条例》，需要设定所谓监督机制来维护香港的高度自治。但在中美博
弈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推动涉港法案的目的在于向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施压，试图迫使中
国中央政府向香港反对派势力让步，进而使涉港法案成为遏制中国的工具。
（二）以香港修例风波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美国借助香港修例风波快速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议员曾在 2014
年非法“占中”事件、2016 年“旺角暴乱”和 2017 年“取消港独议员资格”中三次提出《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但因会期问题都没能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获得审议，更没有进入投票程序。2019 年
以来，美国反华议员借助香港修例风波再次推动涉港法案，并以此施压美国行政当局在涉港问题上
采取强硬立场。2019 年 6 月，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联合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
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重申所谓美国对人权和法治的承诺，提倡设立
惩罚机制，禁止所谓“打压”人权的香港官员及有关内地官员入境美国。2019 年 10 月 15 日，美国
国会众议院通过由少数议员提出的《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11 月 19 日，美国国会参议院
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通过《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11 月 27 日，特朗普将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
（三）以经济政治利益捆绑《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关键内容是美国定期评估是否继续赋予香港特殊待遇（主要是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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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区地位）。美国在香港拥有巨大的贸易、投资、商务等经济利益，这些利益同样因为香港的单
独关税区地位而受益。但一个基本事实是，香港作为单独关税地区和拥有贸易自主是由《基本法》
赋予，绝非其他国家施予。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是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自由贸易安排，并不是美
国对香港的“恩赐”。如果美国取消这一安排，香港单独关税区的地位并不会消失，而对美国来说
其在香港的利益会受到损害。《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指出要对 1992 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
进行修正，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提交报告，就香港自治情况是否仍符合特殊待遇提出“认证”；要
求美国商务部提交年度报告，确定香港特区政府有否确切“执行”美国针对敏感两用物品（泛指军
民两用）出口规定。美国忧虑中国可能通过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获取美国的关键、敏感技术和
设备，认为有必要评估美国对香港的出口管制政策。然而，美国是否会取消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
根本上取决于美国如何评估自身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以及地缘政治利益。

三、美国推动涉港法案产生不可忽视影响
在香港修例风波中，美国把香港作为中美大国博弈的筹码，进一步加大对香港事务的“全介入”
力度。美国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公然以美国国内法方式为美国长期干预香港事务
提供新链接，为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从事反中乱港活动提供保护伞，并为利用香
［6］

港问题遏制中国发展提供新筹码

。

（一）升级介入香港事务的政策工具
涉港法案是美国系列涉华法案的一环。美国涉华法案关联台湾、西藏、新疆以及其他议题。通
过大量涉华法案是近年来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方式，根本上是为了利用香港等问题与中国进行博弈。
美国国会积极推动所谓《2019 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2019
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等。这些法案为美国在
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新工具，增加和升级了在中美大国竞争博弈
中的法律工具，使中国在疆藏台港问题上面临更大的外部干扰因素和更大的国际压力。美国的行为
也为相关势力提供了支持，使疆藏台港问题更加复杂化。从趋势来看，由于中美竞争博弈的全面化
和长期化，美国打“疆藏台港牌”也将常态化，并会根据疆藏台港局势变化进行调整，以满足美国
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需要。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美国-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扩大了美国政府介入香港问题的政
策工具选项。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推动美国政府重新检视对港政策。美国还可能把法案中提出的新政
策工具作为介入香港事务的依据。当然，法案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比起通过法案，更大的问题
是法案能否执行。由于美国国会通过的很多法案政府并不会执行，这可能导致涉港法案很大程度上
是重申美国现有政策和法律机制。由于香港局势升温，不少美国国会议员借助香港议题来提升政治
操作。香港反对派及美国反华势力会持续游说美国政府在香港事务上对抗中国政府。法案对香港在
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会产生不良影响。香港反对派人士也认为法案更多是一种“压力”，能否执行
还要看美国行政当局，但声称要推动美国行政当局执行法案。
（二）冲击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法案宣称的对港政策调整会冲击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对内地产生关联影响。香港修例

50

美国对香港修例风波的介入：评估与影响
风波导致的动荡已经对香港造成重创，特别是惠誉、穆迪已经调低香港信贷评级。如果美国再引用
此法以单独关税区、香港国际金融网络以及港元美元联系汇率制度等对香港实施制裁，可能进一步
冲击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由于香港是国际市场与内地市场的接口，两地股市也有互通机制，
大量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美国制裁会给在香港的本地资本、内地资本以及其他外国资本造成损失，
进而阻滞外资进入内地的通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所谓损害美国在港利益人士列为制裁对
象，企图对香港部分人士产生“威慑”作用，对受制裁者造成心理压力。根据法案，首阶段的制裁
可能应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针对所谓“反人权”的个人或实体进行制裁，包括冻结其在美资
产及禁止入境美国等措施。这将对港人赴美旅游、入学、学术及科学研究带来一定影响。除了《美
国-香港政策法》这个选项外，美国总统可以香港的自治程度不足为由，发出行政命令，对个人、团
体、企业进行制裁以及取消特定对港优惠政策。
（三）推动美国对港政策的政治转向
当前，美国对港政策出现以经贸为主向政治利用为主的转向。2019 年 4 月 30 日，美国国务院政
策规划司司长斯金纳将美国与中国关系看作美国与不同文明社会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并以此种
思维制定对华政策。美国对香港政策的调整体现了这种冷战思维。美国在香港有巨大的商贸利益，
香港是美国赚取最高贸易顺差的单一经济体。贸易方面，2017 年美国与香港的贸易额达到 689 亿美
元，其中美方向香港出口 517 亿美元，自香港进口 172 亿美元，美方的贸易顺差高达 345 亿美元，
是美国全球范围内最大的顺差来源地。直接投资方面，美国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存量比 2017 年增加了
约 18%，高达 812 亿美元。相比于其他国家的公司，更多美资公司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或办公室。2017
年，在香港有区域业务运作的外资公司中，美资公司占近 20%。在包括小型公司和分销商的外资企业
数目方面，美资公司排行第三（1 351 家），仅次于中国内地（1 591 家）和日本（1 393 家）。人
员方面，2017 年有 8.5 万名美国人在香港生活，130 万名美国人访问香港或途经香港

［7］

。

美国对港政策愈益意识形态化，不再以经贸利益为先，而是更加侧重香港的政治利用价值

［8］

。

美国国内也有观点认为，维持香港“一国两制”现状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对港政策应巩固香港现状
而不是改变，美国应避免采取有损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信心的举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将给美国带来风险，如果美国不再认可香港的独特地位、不再将香港视作单独关税区，将损害美国
的经济利益

［9］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认为，如果香港反对派觉得美国国会

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美国就会一路支持到底，那就是误读这个法律，也误读特朗普的
对华战略。《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作用不如香港反对派以为的那么大

［10］

。1972 年尼克松访华时

担任首席翻译，后来担任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和蒙古国事务办公室主任、美国驻华公使的傅立民表
示，维持“一国两制”的香港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对香港存在普遍误解。香港一直享有法治，也
存在民主。这种民主制度是 1997 年及之后根据“一国两制”原则和实行该制度的《基本法》建立的。
过于追求完美，则往往会起反作用。

四、中国对美国介入香港修例风波需要系统应对
很多国家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存在，它们关注香港局势演变很正常，但这不应也不能成为其干
预香港事务的理由。关于美国对香港修例风波的介入以及以国内立法进行“长臂管辖”，中国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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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建立健全遏制外部势力干预的体制机制，维护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
（一）认清美国干涉香港事务的制华战略意图
美、英等国在香港议题上结盟向中国施压，香港事务成为中国与西方意识形态斗争和大国博弈
的焦点。美国推动香港问题“国际化”，对香港发生的事件予以极大干预，试图将其作为中美大国
博弈的重要筹码。特朗普甚至将香港问题与中美贸易谈判挂钩，这表明美国越来越重视香港议题。
美国打“香港牌”成为其对华“极限施压”的组成部分

［11］

。除了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理由，所谓的

国家安全利益往往成为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借口。美国的手段是“升级威胁”，夸大情况的严重性、
放大影响、煽动情绪，包括军事威胁、经济威胁、意识形态威胁等。在香港问题上，美国认为香港
修订《逃犯条例》威胁其国家安全利益，明确反对香港正常的法律修订事务，甚至威胁取消美国与
香港的逃犯协议、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等。美国的反华势力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插手香港事务，干涉
中国内政，纵容支持暴力犯罪活动，其实质就是要挑战“一国”、破坏“两制”。以美国为首的一
些外部势力还为香港违法潜逃的暴力分子提供庇护，为极端暴力行为提供物资和技术上的“援助”，
为香港反对派势力在国际上提供政治支撑。当然，美国反华势力的目的不止于此，他们的目标是推
翻香港特区政府，进而向中国内地渗透。在美国国内以“全政府”方式对付中国的共识下，反华势
力试图将香港作为与中国进行大国博弈的筹码，极力干预香港事务，让香港乱局长期化，把香港当
作地缘战略工具，借搞乱香港来遏制中国。
（二）实施针对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反制措施
港澳台问题特别是香港问题已成为国际反华势力反华、遏华的重要议题。要完善防范和遏制外
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的体制机制，维护国家安全。中共十九届
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提出明确要求：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
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
化执法力量；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确保香
港、澳门长治久安

［12］

。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府决定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同时对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
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2019 年 11 月 1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发表讲话，就香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表明立场和态度，强调反对任
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13］

。2019 年 12 月 20 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向国际社会重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
处理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事务完全是中国内政，用不着任何外部势力指手画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意志坚如磐石，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澳门事
务！”

［14］

面对外部势力的干预，完善反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维护港澳繁荣稳定的体制机制，

是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储备美国对港政策调整的应急预案
要预估美国政策调整对内地和香港的冲击和影响，并准备预案和制定应急措施。美国上至总统、
副总统、国务卿、众议长，中至各部门、各系统，下至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商会、NGO，都介入了
香港修例风波。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以及对香港政策的调整变化，对“一国两制”实践造成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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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首先，中央政府与香港有关部门要合作对美国可能取消香港单独关税区地位的影响进行压力
测试，提供减损预案，减轻美国对港政策可能变化的压力。其次，要持续跟进美国的行动，在斗争
中寻找反制美国的手段和措施。香港特区有关部门要与中央政府密切配合，做好反制措施及反制影
响的预估。再次，要借助美国在港企业反制美国国内政治。香港美国商会的统计显示，面对香港局
势，虽然不少企业已经有后备方案，但仍有 75%的企业希望留在香港发展。香港美国商会表示，法案
部分条文可能会伤害国际商业社会与香港，对美国企业在香港的经营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最后，要结合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差异化、层次化、阶段化
应对外部势力的干预，整体考虑、分类实施，从外交层面积极应对香港问题，避免香港问题干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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