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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香港 8 月 26 日电(记者郜婕、赵瑞希)在香港开了
17 年出租车的周展图，最近走到哪里都不忘拿出手机，拍下各
处游客疏落的情况，用社交软件发给亲友们，“直播”暴力乱局下
的香港现况。

几天前，他经过港澳码头，特意举着手机在大厅里环拍一
圈，并为这段视频配上文字：“港澳码头都被搅到没了客人。”

坐上周展图贴有五星红旗的出租车，乘客很难不注意到他
调度台般的驾驶台：并排架着的 7 部手机中，除了一部是他的
“日常用机”，其他 4 部分别运行不同的叫车软件，用来接网上叫
车的订单，还有两部打开不同社交软件的群组，用来与其他司机
交流不同地区的用车需求和路况信息。

最近一段时间，他所在的群组里除了用车需求信息，更多了
不少“直播”香港现况的信息。从这些信息中，可以窥见持续两个
多月的暴力乱局对香港各行各业的影响。

游客大幅减少，出租车司机收入减四成

周展图告诉记者，就他所见，两个多月来的乱局对香港各行
各业都有影响，“游客都不来了，有酒店入住率只有五成，有酒楼
已经歇业，有人已经没工作了”。

游客大幅减少，出租车业首当其冲。周展图说，他与不少出
租车司机最近每天“平均少赚几百元”，收入减少四成左右。

出租车司机是典型“手停口停”的职业。即便是像周展图这
样自己本身是车主、不用担心车份钱的司机，平日里也要每天出
车十四五个小时，“从早到晚，够时才收工”。

但最近，周展图发现一些同行已经决定暂时不出工，特别是
赶上有游行示威时，“能避就避，避不开干脆不开工”。

这一方面是因为示威时常导致堵路，出租车空等在路上，有

时连车份钱都赚不够；另一方面则是担心碰到暴力示威者“搞
事”，万一车辆被砸，更加得不偿失。

“最近的确有车辆在街头被打烂，我所见的就至少有两三
起。”说话间，车子驶过港岛一个出租车候客点，周展图指着长长
的空车队说，持续的暴力破坏活动导致市面冷清，“现在周末都
少有人上街”。

穿黑衣、戴头盔，是近期暴力示威者的典型装束。周展图说，
他在路上看到这样装束的人拦车，通常选择不载客。偶尔搭载示
威者，他开车时“不敢出声”，生怕一言不合起冲突。

对被恶意“起底”的警察感同身受

周展图如此小心翼翼不是无缘无故。他曾目睹 2014 年非法
“占中”持续 79 天的乱局对香港经济民生的破坏，本人也成为直
接受害者。

“非法‘占中’那时候简直是搞到民不聊生。因为总是堵路，很
多人都不坐出租车了。”他说，让他至今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开
车从太古城到港澳码头，不到 10 公里的距离，因为堵路走了一
个多小时。

忍无可忍之下，2014 年 10 月，周展图与其他一些司机在法
院向“占领者”颁布禁制令后，集体到旺角清理示威者设置的路
障。他的手机中至今还保存着当时身穿“我爱香港”T恤、扛着长
柄大钳子参与清障行动的照片。

参与清障行动后，周展图被别有用心者“起底”，本人及家人
的个人信息被恶意泄露，甚至多次在半夜接到骚扰电话，要他
“小心老婆孩子的安全”。

如今回想起那段经历，周展图仍禁不住叹气：“我不怕，但家
里人怕。那段时间，家里人的社交媒体账号都删了我……最近有
人起底警察，泄露警察家属的个人信息，攻击骚扰警察宿舍。我

对此真是感同身受。”

希望遏止暴力，用心修补裂痕

周展图期待尽快把“搞事”者绳之以法，遏止暴力破坏行
为，更希望持不同意见的人能“坐下来慢慢谈”，用心修补裂
痕。然而，正如他不知如何与坐他车的示威者交流，他对眼下
不同立场者难以沟通的局面，也感到无奈。

“以前香港人有狮子山精神，互相帮助，融洽相处，但现在
大家互相之间很难沟通。”他说，这种“不正常”的状态让他不
解。其实香港普通市民更关心的是“有工做，有饭开”。此次修
订《逃犯条例》原本也与普通市民无关，“守法市民谁会犯可判
监 7 年以上的刑事重罪？”

周展图猜想，一些被煽动起来示威的年轻人，其实未必知
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说是为香港将来好，但是香港现在已
经不好了。难道一定要把香港拖入谷底吗？”

“我希望年轻人回头，让香港恢复平静，让我们普通人可
以开工，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再搞下去，香港就不行
了。”

作为 3 个孩子的父亲，周展图也曾为孩子担心。非法“占
中”时，两个正上中学的孩子受同学邀请，也想去参加示威。

“我让他们先坐下来看视频。视频中警察站着，被示威者
用雨伞袭击。他们看完自己判断是非，没有参加示威。”他说，
“家长要帮孩子树立正确观念，学会合理表达诉求。”

现年 50 岁的周展图做过各种工作，在电影中跑过龙套，
还做过送货员、小巴司机、酒楼服务员等。总结起来，他说：“各
行各业，只要肯做都可以养家糊口。现在怨这怨那，不如想想
将来。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目标，努力生活。有了目标就不
会想参与那些不正当的活动。生活总要多点正能量。”

出租车司机“直播”暴力乱局下的香港

（上接 1 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贸易经济系教授谷
克鉴认为，自贸试验区的不断扩围，是我国在更大范围内
改革创新的实践，彰显了我国坚定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的决心。

以差异化试点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打造开放新高地，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要义。与
过去相比，此次新设的 6 个自贸试验区在差异化试点任
务方面更加突出———

江苏自贸试验区提出提高境外投资合作水平、强化金
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和支持制造业创新发展等方面举措；

云南自贸试验区提出创新沿边跨境经济合作模式和
加大科技领域国际合作力度等方面举措；

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提出加快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建
设面向俄罗斯及东北亚的交通物流枢纽等方面举措……

“此次新设 6 个自贸试验区，充分利用各地区位优势
和资源优势，形成各有侧重的差别化格局，有利于促进各
要素流动更加顺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推动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谷克鉴说。

据悉，此次新设的 6 个自贸试验区突出了进一步扩
大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及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
等特点。

更加突出引领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新设自贸试验区充分发挥战略叠加优势，通

过制度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聚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对于聚焦发展海洋经济的山东自贸试验区而言，山
东省副省长任爱荣表示，山东自贸试验区将围绕构建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和发展机制，进一步强化在海洋科技合
作、航运服务等方面的先行先试，为推进海洋经济建设提
供有力支撑。

更加突出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
服务国家战略是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此次新设的自贸试验区体现出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
冀协同发展、东北振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
略的衔接。
商务部研究院产业国际化战略研究所所长崔卫杰举例

说，河北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包含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
区片区，跨越河北、北京两地，“这是自贸试验区首次跨省
(直辖市)设立，是在区域协同发展上的一次重大突破，有助
于更好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以更大改革自主权为发展探新路

随着 6 个新设自贸试验区的获批，累计参与自贸试
验区建设的省区市数量占到全国的近 60%，不仅参与面
更广了，改革的深度也在进一步拓展。

“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这是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内容，也在此次新设的自贸试验区
中有所体现。

“比如在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河北方案提出
金融监管‘沙盒机制’，在雄安股权交易所开展股权众筹试
点；山东方案提出开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改革试
点等。”王受文说。

又如在引进人才便利化方面，云南方案提出建立外
籍务工人员管理长效机制；黑龙江方案提出开展海外人
才离岸创新创业试点等。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听取了关于赋予
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创新自主权工作情况的汇报。
商务部明确，将会同六省区以及相关部门，在贸易投资便
利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人才管理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
面，对新设的 6 个自贸试验区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

崔卫杰认为，在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领
域，自贸试验区未来需进一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强化制度型开放力度，为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制定
奠定基础。

复旦大学上海自贸试验区综合研究院秘书长尹晨分
析说，目前已有的 12 个自贸试验区以及新增的 6 个自贸
试验区，有的位于沿海发达地区，可以进一步加大开放压
力测试，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的位于陆海空大
通道的关键节点，可以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甚至自由
化水平，建设国际商贸物流核心枢纽；有的科研机构集
聚、人才储备雄厚，可以进一步推进自贸试验区与自主创
新示范区的“双自联动”，建设全球创新高地。

“简言之，自贸试验区的这种‘雁阵’布局，可以形成更
加丰富多样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
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尹晨说。

新“雁阵”引领开放新格局

香 港 市 民 游 行 谴 责

美 方 插 手 香 港 事 务

▲ 26 日 14 时 30 分许，在香港地铁中环站附近
遮打花园，百余名香港市民撑举横幅，齐声呐喊。齐
声高唱《歌唱祖国》之后，人群整队，开始游行，朝花
园道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进发。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新华社香港 8 月 26 日电香港特区政府多个部门 26日举行跨

部门记者会表示，此前两日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径不断升级，无法
无天。这些破坏香港社会安宁的攻击行为，令人发指，特区政府予
以最严厉谴责。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衷心感谢警队在这样困难环

境下的执法工作，全力支持警队严正果断执法，维护法治，尽快恢
复社会秩序。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和衷
心感谢警队在这样困难环境下的执法工作，警方一直以容忍的

态度处理暴力示威事件。警队是香港治安最坚实和最重要的
防线，特区政府全力支持警队严正果断执法，维护法治，尽快
恢复社会秩序。

他强调，特区政府绝对有管治决心、有管治意志制止和依
法追究所有暴力行径，尽快恢复香港社会秩序。特区政府已释
出最大善意及诚意，提出构建对话平台，听取市民心声，寻找
出路，让香港可以重新出发。

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暴力人士除了肆意袭
击不同意见的人，破坏车辆之外，更将暴力升级，刻意针对警
务人员，疯狂袭击，投掷大量石头、砖头、燃烧弹，射弹珠，甚至
利用铁枝、长铁管等利器攻击警务人员。这些激进示威者的违
法及暴力行为已经升级到极度危险的情况，带有恐怖性。这不
是普通的示威者，是有极度暴力倾向、任意妄为的暴徒。任何
人合理化或默许这些严重暴力行为，会变成认同暴力、鼓励暴
力，只会令暴力不断升级，将香港推向一个危险的边缘。

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过去两天有部分
人士作出非常激烈的行为，危及公众安全。港铁公司事前已采
取必要措施，保障乘客、员工及铁路安全。以后港铁公司会竭
尽全力，确保整个铁路网能持续为市民提供妥善、安全及有效
率的服务。

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表示，有人罔顾事实，
以阴谋论硬说智能灯柱侵犯个人隐私，公然大肆破坏 20支智
能灯柱。智能灯柱项目经过立法会信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
会讨论，在安装前也咨询过区议会，包括灯柱位置、设备、功能
等。特区政府还成立技术咨询专责委员会，进行第三方独立检
视，高度透明。科学讲求证据，示威者不要以无理发泄破坏，阻
碍香港的创科发展。

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表示，现在一些地区的
暴力事件让市民非常担心。很多居民的日常生活遭到不同程
度滋扰，上班、回家、约朋友全被打乱。很多商户叫苦连天，生
意一落千丈，希望暴力事件尽快结束。家长担心开学的时候有
人鼓吹罢课，不希望政治事件被带入社区，更不希望在学校散
播仇恨的种子。

香港特区政府多部门举行跨部门记者会

暴力行径无法无天 支持警队严正果断执法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26 日电 25 日下午到晚间，香港激进示
威者将暴力升级，在荃湾街头向警务人员投掷砖头和汽油弹，聚
众围攻并追打警员，大肆破坏道路设施，打砸沿途多间店铺。香
港主流舆论和社会各界均表示，严厉谴责这种严重损害香港社
会和谐安定的暴力行为。

《大公报》26 日发表社评表示，蒙面暴徒肆虐香江，残忍行
径令人发指，完全暴露“颜色革命”特征，开始出现恐怖主义苗
头，严重破坏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市民旅客生命财产
安全，严重毒害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为严峻的险恶局面，到了悬崖深渊
就在身后的紧要关头。

社评表示，面对乱局，特区政府要敢于和善于运用各种法律
手段，果断拘捕违法暴力分子，严格依法惩治罪犯，对暴力行为
露头就打，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同时，爱国爱港力量要进一步行
动起来，各政团、团体、界别要更加勇敢地站出来，以狮子山下的
团结精神，汇聚“反暴救港”的强大合力。

《文汇报》社评表示，暴力冲击再升级，暴徒故意把暴力冲
击引到居民区、商业区，增加警方执法困难，刻意激化警民矛
盾。暴力冲击升级的更大企图，是破坏当前转趋平静的局面，
令特区政府难以通过对话修补撕裂、解决纷争，让香港无休止
地乱下去。要阻止暴力持续和升级，民意是最关键的因素之
一。广大市民必须认清纵暴派升级、延续暴力冲击的险恶居
心，更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和警方止暴制乱，阻止香港滑向玉石
俱焚的深渊。

社评呼吁广大市民明是非、分正邪，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
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警方严正执法和司法机关公正
司法，团结一心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香港最大政团民主建港协进联盟(民建联)强烈谴责部分
激进示威者在过去两日的集会游行后破坏社区安宁及把暴力
升级的行为。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示威者堵塞道路、破坏
公共设施，并朝警员投掷汽油弹和砖头，堪称无法无天。她重
申支持警方执法，恢复社会秩序，呼吁公众要向激进暴力及违
法行为说“不”。

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克勤表示，在荃湾暴力事件中，警员在生
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向天开枪，是完全合情合规的反应。他建议
警方增加使用“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辆”，即俗称的“水炮车”，拉
远与示威者的距离，保障前线警员安全，避免流血事件发生。

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表示，在周末的暴力事件中，暴徒
恶意毁坏包括价值不菲的路灯及交通灯在内的公共设施，肆
无忌惮打砸商铺及汽车，围殴持不同意见的路人等。对于这些
目无法纪的违法行为，协会感到极度愤慨，予以严厉谴责。
协会表示，暴徒使用的武力不断升级，不少更达到致命的

程度，相反警方只能以明显较低的武力应对。警务人员执勤时
的人身安全保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协会促请警队
管理层立即重新检视目前以驱散为主的行动策略及武力使用
方案，切勿坐视暴徒威胁警务人员安全的情况。

一些社会团体也在 26 日的报纸上刊登告示，呼吁香港社
会各界反对暴力。世界华人协会发表公开信，希望全体香港市
民及爱港人士勇敢站出来大声对一切暴力说“不”。
世界华人协会表示，鼓励、支持市民敢于与暴乱分子作斗争，

悬赏公众人士协助缉拿辱国旗、扰乱地铁运作等暴徒，将这些暴徒
绳之以法，一起捍卫香港法治，共同保护香港繁荣稳定。

港各界谴责激进示威者的暴力升级行为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26 日电(记者张
雅诗、方栋)香港警方 26 日表示，在日前
发生的激进示威活动中拘捕了 86 人，他
们涉嫌非法集结、公众地方行为不检、袭
警、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以及藏有攻
击性武器等。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
科高级警司江永祥 26日在警方记者会上
表示，警方于 8月 24日和 8月 25日在东
九龙和新界荃湾的公众活动及暴力事件
当中，共拘捕 86 人，年龄在 12 岁至 52
岁，其中 4人被起诉，并已于法院提堂。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26 日电(记者张
雅诗、方栋)香港警方 26 日表示，近日激
进示威者的暴力行径不断升级，警员会衡
量实际情况使用适当的武力应对。警方将
继续尽责、努力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呼吁市民站出来向暴力说“不”。

8 月 25 日，新界荃湾发生大规模暴
力事件，一名警员曾向天鸣枪示警。警方
在 26 日的记者会上被问及为何不先用
胡椒喷剂而要开枪，香港特区政府警务
处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表示，当时
警方被大批暴徒攻击，面对非常严重的
人身安全威胁，只能选择开枪。

“当时暴徒人数远高于警察人数，而
且暴徒使用很长的、削尖了的竹枝和铁
枝袭击警员，这类型武器的杀伤力和暴
力程度，远高于警察的胡椒喷剂。”谢振
中说，警方使用武力时会衡量对方暴力
的程度，并不一定由最低武力开始，而警
方于 8 月 25 日采取的武力是适当和正
确的。

警务处助理处长麦展豪表示，一些公
众活动如何声称和平，都无法掩饰暴徒的
暴行。极端暴徒在不少地区向警员、普通

市民、记者，投掷大量汽油弹、钢珠、铁枝和绑上砖头的铁链等
武器，这些穷凶极恶的行径全都足以致命。

他表示，香港社会一向和平有序，稳定安全，暴徒行为冲击
了香港一直引以为傲的法治精神。警方将继续尽责、努力保护
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呼吁市民站出来向暴力说“不”，不要让
暴徒误认暴力行径得到市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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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日，香港妇女界知名人士和全港妇女团体会员约
7000 人，参加了以“同舟共济、守护香港、千帆并举、乘风启
航”为主题的全港妇女守护家园大集会，这是香港各界妇女
联合协进会主席何超琼在全港妇女守护家园大集会上发
言。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 8 月 26 日，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左二）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王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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