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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香港 8 月 8 日电(记者丁梓懿、方
栋)国务院港澳办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 7 日
在深圳共同举办香港局势座谈会。香港社会各
界人士认为，座谈会为推动香港形势由乱向治
立牌指路，广大香港市民会坚决支持特区政府
和行政长官有效施政，支持警队止暴制乱，制止
任何暴力及挑战法治的行为，尽快恢复社会秩
序。

在座谈会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通
报了中央关于稳定香港当前局势的重要精神，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王志民就落实中央精
神提出希望。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
深指出，张晓明主任的讲话带来了重要讯息，香
港局势已来到临界点，必须要止暴制乱，恢复社
会秩序，明确支持行政长官、特区政府和香港警
方，讲话肯定了香港爱国爱港力量对维护本港
法治、反对暴力、守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坚持。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会长高

迎欣表示，会议通报的中央重要精神，正是大家
一段时间以来期待听到的“权威声音”。在香港
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极大增强了大家的信心，
提振了士气，为继续坚定团结守护香港、推动香
港形势由乱转治、由危转稳指明了方向。

香港各界人士指出，目前香港市民的生活
受动乱影响很大，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希望
大家可以敢于向暴力说“不”，发出“求稳定、求
安宁”的呼声。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
主任谭惠珠表示，港人最大渴求是社会安定有
序，恢复正常生活。如果大家希望香港恢复秩序
和法治，就要支持现届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有
效施政，支持警队尽快平息骚乱，向暴力及暴徒
说“不”。

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暴力没办法解决
问题，必须对暴力说“不”。如果真心为香港着
想，大家都应该停一停，想一想。民建联也会搭
建平台，呼吁政府和其他社会团队为对话创造

平台。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林健锋

认为，座谈会对香港社会极具启发性。现在最
重要的工作是尽快平息事件和令社会恢复正
常秩序，各方都需要紧守岗位、支持特区政府
及警队工作，以及制止任何暴力及挑战法治
的行为。

对于座谈会上提出希望“爱国爱港力量
要发挥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中流砥柱作用”，
香港各界人士表示认同。他们指出，法治是港
人福祉的最后防线，爱国爱港力量是维护法
治、反对暴力、恢复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必
将团结各界，发出反对暴力的最强呼声。

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表示，爱国爱港力量
一定会带头落实好中央精神，一方面为香港
社会携手解决问题创造更大空间、凝聚更强
力量；另一方面与特区政府和警队一起，止暴
制乱，共同稳住香港局势，齐心协力推动“一

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行稳致远。这是中央的
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和利益所在。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会长施荣怀
说，香港警队是维护本港社会长远利益的重
要力量，近来顶住重重压力为城市安全保驾
护航，他们亟须全港各界加油打气、鼎力支
持。爱国爱港力量将积极支持尽忠职守、鞠躬
尽瘁的香港警察，呼吁沉默的大多数勇敢站
出来。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
龚俊龙认为，香港不能再闹下去，爱国爱港力
量将继续履行好社会职责，团结各界市民对
暴力坚决说“不”，和乱港暴徒作不折不挠的
斗争，用良知、正气、行动守护香港。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沪港青年会创会会
长姚祖辉表示，希望社会各界、广大市民都冷
静下来，共同抵制一切暴力违法行为，捍卫香
港法治，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有关部
门严正执法，维护社会安宁。

广大香港市民会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有效施政，支持警队止暴制乱

香港局势座谈会为推动香港由乱向治立牌指路

发生在香港的游行示威和暴
力冲击活动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
且手段不断翻新、烈度不断升级、
破坏性不断加剧，“黑色恐怖”在港
蔓延 ，对香港的法治 、社会秩
序、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造成了
严重影响，令所有关心、珍爱香港
的人备感痛心。

记者曾于 7 年前常驻香港，8
月 1 日带着些许惶恐和不安，回
到了这个曾经颇为熟悉的地方。

维港的灯火还是那么灿烂，交通
信号灯的声音还是有些急促，叮
叮车载着乘客悠然前行，似乎一
切都没改变 。但如今稀疏的人
流、临街招租的商铺、电视里嘈
杂的示威声，却又告诉人们有些
东西已然发生变化。

香港的游行示威活动已近两
个月，近来游行示威和暴力冲击
活动进一步升级。以前只是周末
活动，现在工作日也有集会、罢
工，加之深夜攻击警察、围堵警
署，似有发展成拉锯战的态势。

游行在香港并不鲜见，记者
也早已见怪不怪。但这次极端分
子以打游击为主，很多冲击、占
领都是快闪式的，占了就跑，跑
了又占，想与警方进行消耗战。

特区政府一向保障市民集
会、游行、示威自由，但现在从
冲击特区立法会、香港中联办，
堵塞道路 、瘫痪交通 ，到用砖
头、汽油弹攻击警察，围堵、破
坏警署，更有甚者撕毁香港基本
法、污损国徽、侮辱国旗，种种
恶行已经超出了和平游行的范
畴，严重触犯法律，称其为“黑
色恐怖”毫不夸张。

8 月 5 日，部分激进分子发动所谓罢工和滋扰活
动。当晚九时许，礼顿道公交车站附近的街道上几乎空
无一人；昔日人头攒动的铜锣湾时代广场，一些平日
24 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以及知名的“聪嫂”甜品等多家
商铺，均闭门谢客。

而随着极端分子抗议活动肆无忌惮，越来越随机和
暴力，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对此表示出强烈的反感和抵
制。

“天后标志性的天桥下，数十家餐厅一向灯火通
明，半夜一两点饿了套个衬衫、下楼买趟宵夜也安全无
比。刚才回家路过天桥，桥下几乎一片黑， 10 家餐厅
关了 8 家，路灯都熄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到一个黑黑
的桥底，还以为是在寂静岭，真的开始有点害怕了。”

“从新城市广场到铜锣湾，看着自己曾经住过、现
在生活的地方一个个被破坏，终于体会到倾巢之下安有
完卵的感觉。没有能力再说些什么。觉得这里变得如此
陌生、如此陌生，如此让人难过。”

……
生活在香港的朋友， 5 日夜间纷纷在网络上写下这

样的感慨。“恐慌”“害怕”“陌生”是他们的关键
词，也是此刻香港给很多人带来的感受。

持续动荡不仅冲击法治和社会秩序，也为香港经济
前景蒙上一层阴影。目前香港多项经济指标不容乐观。

香港经季节性调整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长实际倒退
0 .3% ，意味着经济增长已经失去了动力；出口下跌速度
加快， 6 月份单月下跌 10% ；投资情况在第二季同比
下跌 12% ，为 10 年来最差 ；零售业 6 月加速下滑
6 . 7% ，其中珠宝、首饰、钟表下跌 17% 。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暴力冲击
正逐步蚕食市民及国际社会对香港未来的信心，影响
外商来港经商和投资的意愿，影响到民生和香港赖以
成功的根基，伤及经济元气，受害的将是普通市民。

“香港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大海港，水流非常充沛，现
在这样一搞，经济发展越来越缺水，每一个人都会受影
响。”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勇告诉记者，5 日发动的罢工，
让不少市民连上班都成问题。“这哪是正常的示威游行，
这是在害民生，在自己家里玩火玩炸弹。”

5 日晚约 11 时，记者路过湾仔鹅颈桥前往霎西街
时，突然遇到一群狂奔的示威者，他们戴着头盔、口
罩，一身黑衣，有人拿着雨伞，有人拎着路障，神色匆
忙。他们奔来时，给原本冷清的街道带来了一丝紧张的
气氛，让人不禁有点心慌。

观察这些人的眼神、身形等细节，有些人像刚工作
不久的职场新人、大学生甚至中学生。据香港媒体报
道，在一连串示威游行和暴力冲突当中，确实有一些年
轻的面孔，而且有一些人还公然违反了法律。

一些乱港分子、祸港分子躲在幕后操纵，不为香港
年轻人的健康和前途着想，不断把他们往邪路上推。一
些激进的年轻人被怂恿、蛊惑后头脑发热，甘愿成为反
对派政治图谋的棋子和炮灰。

香港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这些示威
者言必称维护核心价值，但所作所为却与法治、民主、人
权、自由等价值背道而驰。政府施政要遵守法律、法官审
判要按照法律、市民要守法，这才是法治社会，用暴力违
法手段去达成目标，完全违背法治原则；讲民主，就应该
把条例拿到立法会去讨论，采取暴力手段是不对的；人权
自由更不是绝对的，示威者不能只维护自己的人权自由，
践踏别人的人权自由，更不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

在香港事态日益严重的过程中，尤其是污损国徽、
侮辱国旗的事件发生后，越来越多人意识到香港青年的
国民教育确实存在问题。在香港的很多学校，国民教育
课是缺失的，甚至很多老师还鼓动青年学生上街游行
甚至参与暴力冲突。

“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梁爱诗向记者感叹
说，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自己国家
和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香港回归祖国，不只是换个
旗、改个名，港人要从心里去认同国家、民族，接受
国民身份。

香港青年应该清楚，他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
不能用暴力、用违法行为来解决。事实上，“一带一
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为香港青年发展提供
了广阔舞台。如果香港青年愿意走出来，多到内地看
一看，多放眼世界，就会发现自己的前途是非常光明
的，可选择的道路是非常宽广的。

香港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是和谐友善的，是一
个全世界人民都爱来的地方。中西文化合璧让香港呈现
出一种迷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也成就了这座“魅力之
城”。如今“黑色恐怖”正对香港繁荣稳定造成严重影
响，正在把这座城市拖向危险的深渊。希望香港市民
齐心努力，向暴力说“不”，向失序说“不”，让阴影早
日散去，让那个热热闹闹、安定祥和的香港早日归来。

(记者刘欢) 新华社香港 8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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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8 日电(记者周文其)
“部分激进示威者发起的罢工和滋扰活动是
极端不负责的，目的是想让整个香港瘫痪。这
样的恶行不得人心，多数打工者没有参与这
些活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会联合会
(简称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近日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说。

近日，部分激进示威者发起罢工和滋扰
活动，令香港多地交通受阻、部分商铺关门、
公共服务暂停，给广大市民正常工作和生活
带来很大不便。

吴秋北说，所谓罢工根本不是给打工者
争取利益，而是侵害打工者的根本利益，滋扰
活动导致交通堵塞，让他们没法按时上班到
岗，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和工作，打工者都对此
感到十分气愤。

“这些激进示威者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
目的，不惜绑架市民、破坏秩序、危害社会稳
定，我们对此予以最严厉的谴责。”他说。

香港工会联合会是一家职工会的联合组
织，目前有 200多家工会，涵盖制造业、建造
业、旅游业、零售业等诸多行业，属会会员超
过 40万，是香港最大的劳工团体。

“打工者最大的诉求就是安居乐业，任何
想要损害这一诉求的做法都不得人心。据我了
解，多数打工者没有跟着罢工和参加滋扰活
动，激进示威者的图谋是彻底失败的。”他说。

吴秋北说，此前工联会已多次召开记者
发布会，明确指出所谓罢工和滋扰活动的危
害，表明这种砸烂打工者饭碗的行径很不道
德，越来越多的打工者也明白了他们就是想
搞乱香港、让特区政府瘫痪，对他们的行径变
得更为反感。

吴秋北指出，暴力行为对香港的旅游、
零售等行业造成不良影响，希望可以尽快止
暴制乱，促进香港经济恢复活力。“欢迎政
府继续出台促进旅游业发展、提升旅游接待
能力的政策措施，工联会也会支持相关政策
落实。”

吴秋北也表示，目前已向特区政府就民
生、劳工等方面提出建议，比如减少等候公屋
的时间；改善职工退休待遇，让他们能够更好
地休假；继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等等。

“希望特区政府可以更好地回应打工者
的正当诉求，让香港更加繁荣稳定。”他说。

对罢工滋扰，打工者很气愤
专访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

止暴制乱，聚焦经济民生发展
香港工商界呼吁协助香港重拾和谐稳定

新华社香港 8 月 8 日电(记者丁梓懿)国务
院港澳办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 7 日在深圳共
同举办香港局势座谈会。香港工商界表示，中央
对稳定香港当前局势给予清晰明确表态，必须
要止暴制乱，恢复社会秩序。业界冀共同为香港
社会应对当前困境、协助重拾和谐稳定而努力。

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香港工业总会等近 10家香港主要商会 8 日发
表联合声明表示，近来社会的违法暴力行为有
不断升级和恶化趋势，更出现公然挑战国家主
权和冲击“一国两制”底线的行为，长此下去
必然会对香港营商和投资环境，以至整体民生
和公众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各商会指出，社会争议已为香港营商环境
带来困扰，多区发生暴力冲击事件，直接影响
中小企业和小商户运作，零售、餐饮及旅游等
行业更是首当其冲。当前环球政经局势持续不
明朗，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香港经
济正面对内忧外患。

香港工商界希望社会各界摒除成见，在这
个艰难时期团结一致，为香港的真正福祉着
想，停止一切违法暴力行为，让社会尽快恢复
正常运作，携手聚焦经济民生发展。

各商会重申，会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
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警方严正执法。
法治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绝大部分市民
均认同以和平理性方式表达意见，任何罔顾
法纪及暴力行为均严重偏离香港核心价值，
香港工商界冀尽快恢复一个安全、和谐、稳
定的社会和营商环境。

香港中国商会也于当日发表声明表
示，一些激进示威者严重影响广大市民安
全和正常生活。更有少数极端分子公然围
堵香港中联办大楼、污损国徽，喷涂侮辱
国家和民族的字句，扯下五星红旗扔入海
中，性质十分严重，影响十分恶劣。这是
对包括广大香港市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
的侮辱，严重伤害了香港同胞和全国人民
及全球华人的感情。

香港中国商会坚定拥护香港特区政府，
支持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方严正
执法，坚定维护国家尊严、社会稳定。严厉
谴责极端激进分子挑战国家主权的违法行
径，强烈呼吁依法惩治暴力行为。期盼香港
市民齐心协力，维护国家主权，坚持“一国
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新华社香港 8 月 8 日电(记者方栋、周
而捷)8 日上午 11 时，尖沙咀天星码头， 4
名旗手举起旗杆，奋力挥舞起手中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聚集
在周围的香港市民齐唱国歌。

在湛蓝如洗的天空下，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

45 岁的洪先生在国旗下激动地挥着拳
头。“一听到国歌我就很激动，听说今天有
活动，我和几个朋友一大早就过来了。”

和洪先生有一样想法的香港市民不在少
数。数十名香港市民上午自发聚集在国旗
下，谴责侮辱国旗的暴行，呼吁尊重国旗国
徽。就在几天前，国旗在这里两次被激进分

子扔进海里。
“国旗国徽遭到侮辱，我们作为中国人

都非常伤心，因为我们的国旗是用几代人的
鲜血和牺牲换来的，我们不能让任何人损害
我们国家的形象。”活动发起人、市民代表
林先生促请执法部门尽快将侮辱国旗、国徽
及区旗的极端分子绳之以法，呼吁所有市民
一起维护香港的安宁和稳定。

现场市民拉起横幅，上面印有“维护国
家尊严，尊重国旗国徽”的字样。不少人簇
拥在五星红旗周围，合影留念，齐声高呼
“爱我中华，祖国万岁”“港人中国心，万
事莫纷争”。

一名市民将“无才报国也不当暴徒”的

自制牌子挂在身上，大声唱着脍炙人口的歌
曲《歌唱祖国》。

已退休 12 年的老消防员吴卓荣说，
一想起国旗受辱的事情就很气愤、想流
泪。那些激进分子对祖国、对民族没有
认同感，这次来就是要和爱国的朋友们
一起凝聚力量，支持特区政府，支持香
港警察守护治安。

“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是我们中国人用
血汗换来的，现在国家繁荣、人民幸福，为
什么会有傻瓜把国旗扔到海里面。在任何一
个国家，这种行为都会受到国家的制裁。”
满头银发的黄耀之老人说。

激昂的旋律和热烈的气氛也触动了不少
路过的游客和行人，他们停下脚步或拍照、
或合影留念、或干脆加入进来，守护国旗的
人群越聚越多。

自从侮辱国旗的暴行发生后，香港市民
已经自发举行多场活动，表达维护香港和平
稳定的决心和支持“一国两制”的坚定信
念。

5 日 23 时，数十位香港市民来到这
里，几位年轻人配合，将五星红旗重新升
起。 6 日 7 时许，又有上百位香港市民面向
国旗高唱国歌。日前，香港岛北角的培侨中
学内，数十名学生、老师、校工自发聚集在
操场上，共同举行升旗典礼。

“今天看到这么多人一起，心情非常
好。中国不分你和我，大家需要安居乐业，
都要好好的。我拥护祖国，支持特区政府，
撑警队。” 78 岁的徐先生说。

现场市民纷纷表示，香港特区是中国的
一部分，作为一名中国人、作为特区的一分
子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我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不想暴力再持
续下去，今天就是要发出自己的心声，希望
香港能够保持稳定繁荣，和祖国能够一同发
展。”集会参与者郭木彬说，以后还要继续
参加这样的活动。

香港市民自发集会守护五星红旗

▲ 8 月 8 日，市民在香港尖沙咀天星码头挥舞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区旗。 新华社记者吕小炜摄

新华社香港 8 月 8 日电(记者丁梓懿)外
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8 日表
示，针对媒体报道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接触
香港“港独”组织头目，公署有关负责人 8
日紧急约见美驻港总领馆高级官员，提出严
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

方就此作出澄清。
公署有关负责人强调，中方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意志坚定不移，坚
决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以任何方式干
预香港事务。

公署有关负责人强烈敦促美驻港总领馆

人员恪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
领事关系公约》等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恪守领事人员身份与职责，立即与各种
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限，立即停止向违法暴
力分子发出错误信号，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
务，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就美领馆官员接触“港独”组织头目

外交部驻港公署提出严正交涉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8 日电 (记者刘欢 )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只
会破坏香港社会。”香港
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
长梁爱诗日前接受记者
专访时呼吁，香港要尽
快恢复秩序，将精力放
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上来。

梁爱诗说，对于和
平游行，特区政府是保
障的，但现在从围堵警
察总部，扰乱税务、入境
事务等特区政府部门正
常办公，到冲击特区立
法会、香港中联办，从堵
塞道路、瘫痪交通，到用
砖头、汽油弹攻击警察，
围堵、破坏警署，种种做
法已经超出了和平游行
的范畴。

她指出，香港特区
政府已于 6 月 15 日决
定暂缓修例工作，相应
的立法工作也随之完全
停止。但示威者又提出
新的不合理的诉求，且
暴力破坏行为还不断升
级。他们现在的目标并
不是“反修例”，而是
要瘫痪香港，造成“无
政府状态”。

“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她说，无论声称什
么，违法就是违法，犯罪
就是犯罪。不能因为这
些人犯事就给他们“大
赦”，那以后大家都可以
违法，香港就乱套了。

梁爱诗指出，这些
示威者言必称维护核心
价值，但所作所为却与
法治、民主、人权、自由

等价值背道而驰。政府施政要遵守法律、法官审
判要按照法律、市民要守法，这才是法治社会，用
暴力违法手段去达成目标，完全违背法治原则；
讲民主，就应该把条例拿到立法会去讨论，采取
暴力手段而不是遵循现有制度下的安排去表达
意见，这是不对的；人权自由更不是绝对的，示威
者不能只维护自己的人权自由，践踏别人的人权
自由，更不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秩序。

“在吵吵闹闹、没有秩序的情况下，什么都
做不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梁爱诗说，香港
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是一个和谐友善的社会，
香港民众要醒醒，不要再去糊里糊涂地支持极
端分子，这样只会毁了香港的前途。社会的进步
是一步步往前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希望各界尽
快放下纷争，香港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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