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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电(记
者马卓言)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
22 日表示，维护
香港繁荣稳定是
1 4 亿中国人的
共同意志，海外
华人华侨和中国
留学生对妄图分
裂国家、抹黑中
国形象的言行表
示愤慨理所应
当。

在当日例行
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一些西方
国家官员对《华
尔街日报》表示，
近期在英国、澳
大利亚等地有反
对香港暴力活动
的游行，他们称
这可能是中国驻
当地外交机构组
织和支持的，他
们对此表示关
切。你对此有何
评论？

耿爽说，近
来在外国的一
些城市，确实有
一些海外华人
华侨和中国留
学生走上街头
来表达他们支
持祖国统一、要
求维护香港繁
荣稳定的愿望
和诉求。他们对
妄图分裂国家、
抹黑中国形象
的言行表示愤
慨和反对，这完
全理所应当，也
是情理当中。

“我们希望
海外中国公民能
够理性表达爱国
热情，注意保护
自身安全。”耿爽
说。

他说，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海外的中国公民遵守当
地的法律法规，同时中方也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尊重和
理解海外中国公民的合法活动，保障和维护他们的合
法权益。

耿爽表示，当前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 14 亿中
国人民对香港局势最大的诉求就是要止暴制乱、恢复
秩序，最大的期待就是要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这是
14 亿中国人的共同意志。“你觉得 14 亿人的意志是可
以组织和操控的吗？”

新华社评论员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日前正式
发布，为包括香港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带
来新机遇。香港各界人士共同期盼，尽快止暴制
乱、恢复秩序，走出纷争与内耗，积极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为香港赢得光明的未来。

祖国始终是香港发展的坚强后盾，香港的繁
荣稳定离不开祖国。回归 20 多年来，香港背靠祖
国、面向世界、益以新创，不断塑造自己的现代化
风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
的成功。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到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再到处置“非典”疫情，每到关键时刻，中央政

府总是全力支持香港攻坚克难。从推动香港离岸
人民币业务到支持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从
开通“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到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国家支持香港培育新优势，发挥新
作用，实现新发展，作出新贡献。事实有力证明，
祖国不仅是香港抵御风浪、战胜挑战的最大底气
所在，也是香港繁荣发展的巨大机遇所在。

发展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
种问题的金钥匙。当前，香港正处于发展关键
期，挑战和机遇并存，风险和希望同在。香港要
保持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少年希望
快乐成长，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壮年希望事业有
成，长者希望安度晚年，这些都需要通过发展来
实现。如果社会持续动荡不安，发展脚步势必陷

入停顿，香港各种问题都难以破解，香港和国家
的利益、广大市民的福祉都将受到损害。

做好香港发展这篇大文章，祖国是最大的
靠山，“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中央坚持“一
国两制”方针、支持香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
立场坚定不移。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问
题，对“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
问题，要正确看待、理性分析，抱着建设性的态
度，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人人都出一份力，个
个都尽一份责，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更应看到，在“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香
港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不仅能够分享内地
的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而且能够在国家全面扩
大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占得先机。坚守“一国”之

本、善用“两制”之利，着眼“国家所需”、发挥“香
港所长”，把自身国际联系广泛、专业服务发达
等优势同内地市场广阔、产业体系完整、科技
实力较强等优势结合起来，抓住建设“一带一
路”、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机遇，顺势而为、乘
势而上，香港的发展必将开创新的境界。香港
的作用不可替代，香港的发展大有可为！

“我仍相信香港的狮子山精神、香港的核
心价值。”最近，香港各界人士纷纷发声，表达
对香港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有伟大祖国作
为坚强后盾，有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民的大力
支持，有 700 多万香港市民的团结奋斗，香港
定能创造狮子山下发展新传奇，书写更加精
彩的“香江名句”。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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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中国香港频频发生违法暴力事件，严
重冲击香港法治和安宁。在反中乱港分子上窜下跳的
背后，还有一群西方的魅影在其中穿梭。他们频频通过
或明或暗的方式，对香港事务煽风点火，抹黑香港警方
依法维护秩序的做法，向极端暴力分子发出严重错误
信号。

这一群魅影，正是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和媒
体。扒开他们的“画皮”，不难看清其伪善的假面、险恶
的用心。

无论是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法国的“黄马甲”运
动，还是英国伦敦的骚乱，面对示威活动，欧美国家都
不断强化警察执法力度。

对自己国内的暴力行为毫不手软，却对香港警方
的文明执法极尽污蔑；避而不谈香港街头无法无天的
暴力行为，却对香港警队高度克制、依法捍卫秩序的做
法横加指责。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就是如此赤裸裸地
奉行双重标准，把伪善演绎得淋漓尽致。

德国《经济周刊》前主编斯特凡·巴龙发表文章说，
香港执法人员对违法者采取行动时其实是把暴力维持
在最低限度，“在美国，这样的骚乱可能早就被镇压
了”。巴龙指出，1970 年美国发生的“肯特州立大学惨
案”和 1992 年洛杉矶骚乱中使用军队和国民警卫队，
都表明美国政府会用何等严厉手段维护公共秩序。

在伪善和双重标准方面，西方政客还有更多“精
彩”表演：面对自己国家种族主义等造成的种种严重人
权问题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却热衷于对别国的所
谓人权问题指手画脚。

不难看出，西方一些人口中所谓的“人权”“自由”，
远非他们所声称的那般温情和神圣，仅仅是他们行私
的借口和工具。他们企图堂而皇之地干涉他国内政，遏
制别国发展。近日，又有美国政客公然将香港有关问题
与中美贸易谈判挂钩，再次暴露了其打人权牌为自己
谋私利的“司马昭之心”。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近日表示，西方国家干涉中
国内政不仅指理论意义上的干涉，他们为了遏制中国
不择手段。德国《青年世界报》评论说，西方一些人干涉
香港事务的目的，是“通过持续激化紧张局势将香港这
块曾经的殖民地变为一个永久性乱源：西方殖民统治
的伤疤发炎可以阻碍中国的崛起。”

多年来，一些西方势力频频干涉他国内政，造成许
多国家政局动荡甚至战火不断、民不聊生。在这些西方
政客和媒体心目中，只要可以培植亲西方的政府，可以
利用地区乱局牟取各种利益，民众所受的苦和痛都可
以视而不见。这，就是这些政客心中的“真恶”。

众所周知，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西方
一些人粗暴干涉他国内政，是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
肆意践踏。

西方这些政客和媒体的表演，被国际社会看得越
来越清楚，成为千夫所指。这样的伎俩，也注定没有市
场。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

认清干涉内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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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国际时评

祖国，永远是香港发展的坚强后盾

新华社香港 8 月 22 日电(记者李滨彬)“这
段时间我们餐厅的生意比‘非典’和 2008 年金融
危机时还差，比‘寒冬’更可怕，我们要担心是否
‘冻死’了。”不少受访的香港餐饮从业者对记者
表示，两个多月以来，香港餐饮业的生意受到很
大影响，营业额减少，甚至有一些餐厅停业，员
工失业。

桥底辣蟹是位于香港铜锣湾的一家餐厅，
8 月本是旺季，晚上 7 点本该是就餐的高峰期。
记者抵达时发现一楼生意较冷清，二楼和三楼
都已经熄灯关闭了。

“这两个月我们的生意收入少了六成以上，
客人减少了六七成，目前一个月亏损两三百万
港元。”老板黄清团说，“之前店里三层楼全开，
高峰期还要排队，现在只开一层楼都坐不满。”

雪上加霜的是，黄清团 7 月在老店旁新开
了一家火锅店，却不料刚刚装修好就遇到困难，
生意很差。

与桥底辣蟹一条马路之隔的权发海鲜酒
家，8 月已经停业，酒家大门已拉上铁栅门，与
过去热闹的场景对比鲜明。停业的不止一家，仅
记者采访时就发现，铜锣湾谢斐道的翠华茶餐
厅和湾仔的两家小吃店也都关门停业。

同样感到有点喘不过气的是杭州酒家的老
板吴瑞康。“现在不仅是寒冬，更是冰寒，看不到
什么时候能够起死回生。”吴瑞康说，自己的餐
厅是“非典”期间开的，2008 年金融危机都没亏
过钱，现在已经开始亏钱了。

不仅铜锣湾、湾仔这两个商业中心的餐饮
业受冲击很大，酒吧与餐馆聚集的兰桂坊也没
能“幸免”。香港兰桂坊名人坊高级粤菜餐厅总
厨郑锦富说，他们现在客人预定减少很多，有些
预定了后来又取消。

大酒楼受到的冲击也很大。位于湾仔的六
国酒店于 1933 年创立，是香港一家老字号酒
店。六国酒店饮食营运经理(中菜)岑德铭说，因
为餐厅 7 月装修，躲过了一个月的冲击。目前营
业额已经下降了 25% 至 30%，近期周末几乎没
有客人，接下来的生意还很难讲。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
港饮食业面临很大挑战，2019 年第二季度香港
食肆总收益为 287 亿港元，按年下跌 0 . 4%，经
季节性调整后与上季比较，更下跌 4 . 6%，是十
年来最差的情况，更是自 2009 年以来首次出现
量价齐跌的现象。商铺租金及人工等固定成本
高企，对餐饮食肆带来很大的经营压力。

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介绍，6 月
和 7 月香港餐饮业损失约 20 亿港元，8 月预估

会损失 30 亿港元。
“香港有 2 万多家餐厅，雇佣员工超过 30

万人，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目前很多家倒
闭，有不少上市的连锁茶餐厅也关闭了分店，酒
楼也有很多倒闭，很多员工失业，没有了生计。”
黄家和说，继续下去，比“寒冬”更严重。

由于客人不多，黄清团让很多员工放假回
家休息，“很多员工在这里干了很多年，不忍心
辞退，先让他们休息，有生意再叫他们回来。”

杭州酒家店员王雪梅说，有同事在中环做
餐饮，经不住压力大关店歇业了。自己做的餐厅
生意也少了这么多，很担心自己的生计，餐饮打
工者人心惶惶。

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2019 年 5 月至 7 月
香港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2 . 9%，较 4 月
至 6 月的 2 . 8% 高，总就业人数减少约 3300
人。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表示，香
港目前消费持续偏软，导致零售、住宿、膳食服
务业合计的失业率较上一个期间高。

香港是国际美食之都，一年一度的国际美
食博览会是餐饮界的标志。8 月中旬，美食博览
会如期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但参展商明显感
受到今年的“寒意”。

来美食博览参展的意酒会市场总监李家声
说，这次美食展周末减少了一半的客流，他们
2018 年的展会上有 100 万港元的生意，今年少
了一半。

黄家和介绍，今年的香港美食博览会，参加
的市民减少了 15% 至 20%，采购商减少了 30%。
他了解的一个国家本来计划有 100 多个参展商
要到香港，最后有 10个参展商取消不来了。

香港餐饮业受到的冲击只是香港经济的一
个缩影。

香港特区政府经济顾问欧锡熊日前表示，
2 0 1 9 年上半年香港经济按年增长平均为
0 . 5%，这是 2009 年全球金融海啸后，香港出现
经济衰退以来最差表现。

郑锦富说，香港是个旅游美食城市，游客减
少直接影响香港服务业人员的生计，现在各家
都惨淡经营，很多餐厅都已关门，希望目前的情
况能赶紧改善。吴瑞康也期待特区政府能够帮
助餐饮业渡过难关。

特区政府日前宣布一系列措施，以减轻中
小企业营运压力，包括豁免 27 类政府收费，为
期 12 个月，惠及海事、物流、零售、饮食、渔农、
建造、旅游等多个行业。

香港餐饮业八月里的寒意

▲ 8 月 20 日，香港桥底辣蟹老板黄清团（前）告诉记者生意惨淡。新华社记者秦晴摄

新华社香港 8 月 22 日电(记者白瑜、张雅
诗)开学在即，香港社会人士 21 日发起成立“校
园欺凌关注组”，呼吁减少一切形式的校园暴
力，给孩子“没有隐形生存压力”的环境，让校园
回归纯粹。

近期，少数人通过网络、短信等形式煽动在
香港进行针对特定人群的校园欺凌，引发香港
社会强烈反感和坚决抵制。

原全国政协常委陈永棋、全国政协委员王
惠贞、原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杨耀忠、特区立法会
议员张国钧，以及黄大仙区议员谭美普等发起
的“校园欺凌关注组”，旨在联络教育部门、办学
机构、家长和各种社会力量，以唤起社会对校园
欺凌的关注，齐心合力保护孩子的学习环境，向
一切校园欺凌说“不”。

在香港修例风波发生后，煽动对香港警察
子女、内地跨境学童校园孤立、欺凌的信息近日
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特区立法会议员张国钧举起手机，向记者

展示他刚收到的信息，该信息教唆人们在校园
中对香港警察的子女“做点事”。此类信息的目
的在于攻击警员心理防线，以此打击香港警察
士气。有多位警察家属向记者表达了他们对子
女校园安全的担忧。

该现象不仅针对特定人群，还让香港一直
较为严重的校园欺凌问题雪上加霜。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 2017 年 12 月针对 52 个国家和地
区中的 15 岁学生身心健康进行调查。结果显
示，香港的校园欺凌情况比例最高，有多达 32%
受访者表示，曾于一个月内被同辈多次欺凌。

华人基督教联会真道书院助理校长戴健晖
近日在网上发文诅咒警察子女事件发生后，全国
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表示，上述恶毒言论出自助理
校长之口令社会震惊，可被视为教育界之耻。

“随着修例风波中香港议题被泛政治化，加
剧社会紧张气氛，社会的撕裂可能导致对立和
仇恨情绪蔓延至校园。我们为此共同呼吁社会
各界提供强有力支持，共同维护安全稳定友善

的校园环境，让孩子专注学习，让教师安心教
学。”陈永棋表示。

据了解，“校园欺凌关注组”将对每一种校
园欺凌现象予以同等关注，并从四个方面开展
工作：首先开设网页并在海外社交媒体设立账
号，收集校园欺凌线索，与特区政府教育局及学
校保持同步沟通。其次寻找社会相关资源，发布
预防校园欺凌的建议，预防可能发生的校园暴
力事件。

第三，通过举办工作坊、联络心理学家支援
等，对已经发生的校园欺凌事件进行援助。第
四，收集社会各界对校园欺凌的意见，供政府参
考，唤起全社会对校园欺凌的关注。

记者在“校园欺凌关注组”的主页看到，输
入姓名、电话、学校、行为、证据之后，即可提交
校园欺凌行为情况。该关注组账号在社交媒体
上获得大量家长和学生点赞，不少网友表示，将
共同抵制鼓动未成年学生参与政治活动、鼓动
校园欺凌的行为。

“还孩子一张平静书桌！”
香港成立校园欺凌关注组 呼吁减少校园暴力

新华社香港 8 月 22 日电(记者周文
其)汇丰集团、渣打银行、东亚银行 22 日分
别在香港多家报章上发表声明，谴责暴力
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呼吁恢复社会安
宁与稳定。

汇丰集团在声明中表示，汇丰与香港有
着独特、深厚的渊源，作为扎根香港的企业，
非常关注近期发生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暴
力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维护法治对巩固
香港独特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不可或缺
的。公司期待在和平、繁荣、稳定的香港继续
发展，并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做出贡献。

渣打银行在声明中回顾了扎根香港
160 年的历史，强调公司热爱香港这个充
满活力和拼劲的城市，反对一切暴力行为，
促请大众合力让社会尽快恢复和平安宁。
公司坚决拥护“一国两制”，支持特区政府
有效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全。

东亚银行也发表声明，表示反对暴力、
守护法治，提振经济、共建和谐。

汇丰、渣打等银行：

谴责暴力行为

呼吁恢复秩序

新华社香港 8 月 22 日电(记者张雅诗、白
瑜)对于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些被人为修改的视
频和图片，导致公众对警方的执法方式产生误
会，香港警方 22 日向媒体作出澄清。

特区政府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
科警司莫俊杰 22 日在警方记者会上表示，网上
其中一张图片显示有一家人在沙田新城市广场
被防暴警察追打，而警方在记者会上播放的视

频却清楚显示，警察正在护送他们到安全地方。
后来那一家人更公开感谢警方对他们的保护。

莫俊杰表示，网上一段视频显示有警员用
脚踢一名已经被制服在地上的示威者，试图挑
起公众反对警方的情绪。他解释说，这是因为该
段网上流传的视频像素过低，导致看上去警察
的脚好像有所动作。而警方掌握并播放的高像
素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实并非如此。

警方在记者会上还播放一段示威现场的视
频，其中一名年轻人突然跳桥，结果多名警察及
时拉住他救回一命。然而，这一事件在网上却被
描述成为警方将年轻人推下桥。

警方表示，大批市民于 8 月 21 日晚在港铁
元朗站举行公众活动，起初和平有序，但后来一
批激进示威者冲到车站外的马路上，用垃圾桶、
小巴站牌等杂物当路障堵塞附近交通。警方采

取行动进行驱散，并以非法集会罪名拘捕了
两名分别为 27 岁和 36 岁的男性犯罪嫌疑
人。

另外，针对 7 月 21 日在港铁元朗站发生
的严重打斗事件，警方已正式落案起诉两名
男子嫌疑人参与暴动罪，两人将于 8 月 23 日
在法院出庭受审。警方正积极调查案件，并将
跟进其他被捕嫌疑人的起诉工作。

香港警方澄清：执法方式被错误的网络信息歪曲

新华社香港 8
月 22 日电(记者方
栋)香港多家民航
系统工会 22 日发
表联合声明，强烈
谴责部分示威者企
图继续冲击、堵塞
香港国际机场，呼
吁广大市民不要参
与非法活动，要求
特区政府相关部门
积极采取行动维护
机场的和谐安宁。

声明表示，针
对网上有人煽动 8
月 24 日再次堵塞
香港国际机场，并
扬言要影响机场货
运运作，民航系统
七家工会强烈反
对，严正要求示威
者停止所有冲击机
场、影响机场工人
生计及机场运作的
行动。

声明指出，此
前示威者围堵机场
的行为，已对香港
国际机场的声誉和
经济造成严重损
害，带来不可估量
的损失。但示威者一再罔顾香港经济已经
下行的事实，以机场作赌注来要挟特区政
府，是一种极度自私并损害广大机场雇员
生计的行为。

七家民航系统工会强烈要求，机场
管理局向法庭申请延长禁制令的时限，
并对任何违反法庭禁制令、未得到机管
局和警方批准的集会示威行动严正执
法，保护香港市民的公众利益，维护机场
地区的安宁。

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任何以达到政治
目的而影响机场运作的行动，呼吁会员、工
友及广大市民不要参与其中，并旗帜鲜明
地反对和抵制一切扰乱社会秩序和暴力的
行为，呼吁意图发动或参与围堵机场行动
的人士不要再以香港的经济命脉作为赌
注，让香港社会及机场重回稳定。

参与联署声明的工会包括：香港民用
航空事业职工总会、国泰航空服务职工会、
香港航空货运及速递业工会、香港航空业
总工会、香港空运货站职工会、香港机场地
勤服务职工会、香港机场餐饮业雇员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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