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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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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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繁荣是香港市民之福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和平稳定犹如阳光和空气，受益
而不觉失之则难存。
发生在香港的游行示威和暴力
冲击活动已近两个月，香港的法治、
社会秩序、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备受
冲击。过去一个月，香港零售管理协
会多数会员销售额出现明显下滑，消
费者信心指数跌至五年来谷底，东
南亚赴港旅行团锐减，预计可能会
跌去 70%以上，香港营商环境承压，
如果任其迁延，势必毁蚀香港发展
根基，香港几代人努力换来的成果
将毁于一旦。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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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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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繁荣是香港市民之福。回
归 22 年以来，香港自身特色和优势
得以保持，中西合璧的风采浪漫依
然，活力之都的魅力更胜往昔，一个
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政治大局
稳定。正因如此，对于暴力乱港行
径，很多香港市民发出“长此下去香
港没得救”的担忧，
社会各界人士喊出
“我爱香港、拒绝暴力”
“护法治、保安
宁”
的口号。人们深知，
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
不仅符合香港社会各阶层、
各界
别以及外来投资者的共同利益，也是
保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
贸易、
航运中
心地位的重要条件。香港稳定繁荣，
就会提升竞争力；
香港乱下去，
全社会

都要
“埋单”
。道理很简单，
社会混乱，
人心涣散，
哪里还谈得上经济发展，
更
别提人民的幸福生活了。
“和气致祥，乖气致异”。香港
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
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
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
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
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
展。香港虽有不错的家底，但在全
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
趋激烈的背景下，也面临很大的挑
战，经不起折腾，经不起内耗。倘若
暴力行为持续，势必损害香港作为
国际化商业大都会的声誉，伤害广

大香港人的切身利益和根本福祉。
人心思稳，家园思安。尽快走出政
治纷争，坚决向暴力行径说不，这是
当务之急，也是人心所向。
从小渔村到大都市，发展是香港
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
的金钥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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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需要通过发
展来实现。
“ 苏州过后无艇搭”，错过
一次发展机遇，就会错过一个时代。
今天，
“ 一带一路”建设联通世界，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方兴未艾，正为香港
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
阔空间。珍惜机遇、抓住机遇，把主

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设、谋发展上来，
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在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中重塑优势，
香港才能书写新的发展传奇。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一
旦失去稳定这个基石，社会的繁荣发
展就失去了基础，已经取得的成果也
会丧失。香港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
次矛盾，需要社会各界群策群力共同
化解；香港的稳定和繁荣，需要爱国
爱港者勠力同心共同维护。维护香
港法治和社会政治稳定，始终聚焦发
展这个第一要务，香港的道路才能越
走越宽，香港的明天才能更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被“黑色恐怖”笼罩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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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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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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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香港 8 月 8 日电 记者刘欢）

香港市民自发集会守护五星红旗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8 日电 8 日
上午 11 时，尖沙咀天星码头，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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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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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初的午后，烈日当头，港岛
西环歌连臣街路口的交通灯明显可
见几日前被打砸的痕迹，引起了几位
拖着行李箱的游客的注意。
看着门前经过的零星几位游客，
街道附近一家酒店的大堂主管裴先
生站在接待台后托着腮发愁。此时
距离上一位客人办完入住手续已经
几小时了，下一位客人迟迟未现身。
“ 真 的 很 难 ，今 年 行 情 比 去 年 差 太
多。”他叹气说。
发愁的还有在铜锣湾利园山道一
带摆摊卖衣服的黎先生。看着眼前稀
疏的人流，
他皱着眉感叹生意难做。
“每次看新闻得知‘要搞事’了，
我索性不开业，休息一天。反正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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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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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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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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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暴力冲突不断让香港商户苦不堪言
一团乱也没生意，还可能交通堵塞没
车回家。”黎先生无奈地告诉记者他
的
“生存之道”。
“唉，社会这么乱，人们都不敢出
来消费，这生意还怎么做啊。”看着空
荡荡的小摊，黎先生只能苦笑。
6 月 9 日至今，香港发生多起游
行示威，导致暴力冲突屡屡发生，不
仅让当地商户不胜困扰，也让不少访
港旅客望而却步。
旅客减少直接影响酒店行业：
即使
在七八月份传统旅游旺季，行业整体
也不景气。以裴先生工作的酒店为例，
去年暑假平均每晚房价约600港元，
今
年直接断崖式缩水，跌至每晚 300 多
港元，
并且还有继续下跌的趋势。

8 月 7 日，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在安卡拉
举行的会议上讲话。
土耳其国防部 7 日发表声明说，土耳其与美
国军事谈判代表团当天就在叙利亚北部建立“安
全区”达成一致。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当天在
安卡拉表示，
土美此次谈判
“积极并有建设性”
，美
方在建立
“安全区”相关问题上与土方的分歧已缩
小，土方对此表示满意。
新华社/美联

印巴冲突愈演愈烈

巴基斯坦驱逐印度大使

在宣布取消印控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后，印
方日前在该地区实施宵禁。
新华社发
巴基斯坦外交部 7 日晚发布声明，宣布已经
通知印度方面撤回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即大
使，同时不再让新任命的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
员赴任。巴基斯坦政府当天早些时候在一份声
明中宣布，巴方决定降低与印方的外交关系级别
并暂停两国贸易。
印度政府 5 日宣布废除宪法第 370 条，取消
依据这一宪法条款先前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
特殊地位和自治权。这一地区将接受印度政府直
接管辖。
巴方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 7 日主
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要求巴基斯坦军队
继续保持
“警戒”状态。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 7 日继续施行活动管制。
路透社报道，
在主要城市斯利那加，大部分商店关
门，只有部分药店营业，武装警察把守流动检查
站；所有电话、网络服务和电视信号中断；
夜间，警
察沿街巡逻，
用扩音器警告当地居民不要出门。
印度政府 2 日宣布，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面临
恐怖袭击风险，向这一地区增兵 2.8 万人；3 日发
出警告，要求游客和朝圣者离开；4 日午夜起在斯
利那加施行公共活动管制，
关闭所有学校。
王雪梅（新华社专特稿）

实行管控后日本首次批准
向韩国出口半导体材料
据新华社东京 8 月 8 日电（记者钱铮）日本经
济产业省 8 日批准向韩国出口半导体材料光刻
胶，这是日本 7 月开始加强对韩半导体材料出口
管控后，首次批准对韩相关出口。
本次批准出口的光刻胶也称为抗蚀剂，是生
产半导体所需的一种感光材料。通常，经产省的
审批手续需要 90 天，
但本次审批只用了一个月。
日本经济产业省此前宣布，从 7 月 4 日起对
三种出口韩国的半导体材料加强审查与管控。这
三种半导体材料是氟聚酰亚胺、抗蚀剂和高纯度
氟化氢，是智能手机、芯片等产品的重要原材料。
在本次日韩贸易纠纷之前，日本政府每次给
予企业的出口许可长达三年，而如今需要对每份
交易合同进行逐一审批。
日本政府在 2 日上午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决
定，将韩国移出可享受贸易便利的
“白色清单”
，并
将于 28 日起正式实施。作为回应，韩国政府宣布
将把日本移出本国的贸易
“白色清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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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发

特写

土美就在叙利亚北部
建立“安全区”达成一致

“今年生意差是肯定的。我们酒
店行业都是‘海鲜价’，一有风吹草
动，房价‘腰斩’也不为过。更惨的
是，即使价格一降再降，游客还是不
来，甚至有客人坚持取消早就订好的
房间。
”
裴先生无奈地说。
他告诉记者，往年暑期入住率突
破 90%也并不稀奇，而今年可能连
70%都达不到。
“没办法呀，示威游行
太密集了。激进示威者又是纵火，又
是打人，还瘫痪交通，谁见都得怕！
瞧见我们酒店旁那个坏了的交通灯
了吗？前几天刚被砸的，几个客人一
出酒店门就看见了，
吓得想退房！”
零售业与酒店行业息息相关。
在示威游行多发的铜锣湾，商户更是

叫苦连天。铜锣湾以往人群熙攘、游
客如织，买杯饮料都要排长队，如今
人流大幅减少，商家生意一落千丈。
“我们商户很被动，就像惊弓之
鸟一样。”在铜锣湾波斯富街一家美
发用品店上班的黄先生这样自嘲。
黄先生说，暴力冲突愈演愈烈，
商铺也无可奈何。虽然商家成日担
心安全问题，但生活不易，租金要交，
生意也得继续。
“唯有多多留意新闻，
一有事情就马上收铺。
”
在铜锣湾摆摊卖手机配件的王
先生告诉记者，5 日发生激进示威者
滋扰活动那天，他如常从附近的货
仓取货，
“ 我们开业了两个小时左右
便收摊撤退，实在不敢冒险”。

■■■■■

王先生说，近日来，外来游客和
本地客人都大为减少。
“ 我在铜锣湾
摆摊近 10 年，从没遇过这么差的市
况。”王先生连连摇头。
日前发布的最新旅游业数据显示，
6月访港旅客人次约514万，
环比下降
77万人次；
酒店入住率为87%，
同比下
降3个百分点；
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
估计为352亿港元，
同比下跌6.7%……
“将心比心，我作为一个普通游
客也不愿意去危险的地方。如果香
港不再安定，我们自己都被搞得人心
惶惶，凭什么要外地游客对香港有信
心呢？
”
裴先生说。
（新华社香港 8 月 8 日电 记者
朱宇轩 张雅诗）

美移民执法部门在密西西比州
逮捕约680名正在务工的非法移民

8 月 7 日，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莫顿，执法人员
逮捕一名非法移民。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7 日发表声明说，执
法人员当天突击搜查了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的 7
家农产品加工厂，逮捕了约 680 名正在务工的非
法移民。声明说，
这些非法移民中，已受到移民法
庭裁决并接收到遣返令的人将被遣返，其他人将
进入遣返程序。
新华社/美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