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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近期，香港激进暴力分子的暴力活
动已经严重冲击了香港法治、社会秩
序、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越来越多的
香港市民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纷
纷站出来反暴力、撑警队、护法治、保
安宁。来自大多数市民内心的声音，
反映出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发展
经济和改善民生才是香港社会之本。

暴力违法行径对香港经济和民

生的负面影响正日益显现，不仅使香
港棘手的民生问题难以纾解，连日益
增加的经济下行风险也无力应对。
激进暴力分子的所作所为，不仅损害
了香港几代人积累的发展成果，也阻
碍了香港发展的脚步。

毋庸讳言，今日香港的确面临着
传统优势相对减弱、新的经济增长点
尚未形成等挑战，存在着土地、房屋、
青年向上流动等深层次问题。这些
问题的形成，既有复杂的历史因素、

社会根源，也有国际背景。解决这些
问题，不是一日之功，也不可能一步
到位。把社会问题“泛政治化”，人为
制造对立、对抗，只会使问题更糟。
只有发展，才是解决香港种种问题的
金钥匙。

一个陷于冲突、对抗和内耗的社
会难有发展可言。香港乱下去，全社
会都要“埋单”。香港的当务之急，是
止暴制乱，尽快恢复社会秩序，走出
政治纷争，抓住发展这个立身之本，

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特区
政府和全社会都应该想方设法，采取
更有效的举措，特别是帮助年轻人解
决在住房和学业、就业、创业等方面
遇到的实际困难。

国家的持续快速发展，为香港发
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不竭动力、广阔
空间。近年来，中央政府大力支持香
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支持香港在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等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中发挥优

势和作用。中央有关部门持续推出
多项便利香港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
策和措施，让香港居民，特别是香港
年轻人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香港
依靠几代人坚持不懈发展积攒下了
不错的家底，有着许多有利发展条件
和独特竞争优势，但也经不起折腾。
一个专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香港
才有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香港社会之本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10日强调，香港事
务不容任何外国干涉，中方严正要
求英方立即停止一切插手香港事
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外交
部发言人称，拉布外交大臣9日就
香港局势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通话，请问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今天的香港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
区，早已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
国对香港一无主权，二无治权，三
无监督权。香港事务不容任何外

国干涉。
她说，依照基本法规定，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外交事务应归
中央政府负责管理。英国政府
直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

官打电话施压是错误的。中方
严正要求英方立即停止一切插
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行
为，不要再对香港指手画脚、煽
风点火。

外交部发言人就英方涉港错误言行答记者问

香港媒体披露，香港“港独”组
织头目近日和美国驻港总领馆官员
在酒店接触密谋。在香港暴力事件
不断升级、违法乱象持续蔓延的敏
感时期，这场会面的曝光彻底揭穿
了内外势力为“反中乱港”相互勾结
的丑陋勾当，让世人再次认清了美
国如何不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赤裸裸干涉香港事务、干涉中
国内政的，亦让广大香港市民彻底
看穿香港暴力乱象幕后制造者卖
港、卖国的丑恶面孔。

事情被披露后，“港独”分子承
认，与美国领馆官员“交流”内容包括

制裁香港的美国相关议案及要美方
不向香港警方出口装备等等。对于
这种耳提面命式的会面，“港独”分子
还说“根本没有什么特别”。显然，他
们勾结外部势力早已是家常便饭，习
以为常了，不用任何掩饰。如此厚颜
无耻，已到何等地步！

需要严正指出，美国部分国会议
员不久前重提所谓涉港议案，是对香
港事务、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政
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乱港分
子跪求外国干涉甚至制裁香港，为谋
一己之政治私利，毫不掩饰地以牺牲
香港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直接损害
广大香港市民的安宁与福祉，公然挑
战国家主权与安全，其出卖香港、出卖
国家的卑劣行径注定没有好下场。

“港独”分子在外国“主子”面前，
一副摇尾乞怜的门生模样，基本的为
人底线都消失殆尽。他们乞求美方
不要向香港警察出口装备等，就是乞
求美国保护搞乱香港的街头暴力，更
是乞求保护他们自己。近一段时间，
香港“黑色恐怖”蔓延，无法无天状态
有目共睹，甚至发展到公然侮辱国旗、
国徽，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挑战
中央权威。面对中央政府止暴制乱的
坚定决心，面对香港警队的严正执法，
面对香港社会求稳定求安宁的主流民
意，这些乱港分子慌了，急匆匆找外国

“主子”求援、请教，密谋如何削弱警
权、打击警队，逃避法律的追究制裁。
奸邪本色，真是一览无遗。

令人不齿处还在于，这些乱港者

不但毫无民族大义可言，对于生之养
之的香港这个家园，竟然也未存丝毫
善念。显然，为达成不可告人的政治
算计，为得逞肮脏不堪的一己之私，
他们对香港能否有未来、香港是否从
此沉沦已无半点顾念。香港越乱，他
们从外国“主子”那里获得的利益就
越多越大。君不见，在与美领馆官员
会面后，他们迅速在社交网站上场言
策动“九月罢课”。这些人可以拿着
政治酬庸，被送到美国上名牌大学，
只是可怜了那些不明就里、充当他们
棋子和炮灰的香港年轻人。

不止于上述“港独”组织头目，
自特区政府提出有关修例以来，“反
中乱港”分子们频频周游列国“告洋
状”，与外部势力狼狈为奸，恶行昭

昭，丑态毕露。然而，“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需知，一切公然挑战“一
国两制”原则底线、践踏法治尊严、
破坏社会安定、侵害公众利益的违
法犯罪行为，都逃脱不了被追究法
律责任的结局；破坏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香港社会整体利益和
香港700万市民切身利益，充当外国
势力“反中乱港”的马前卒们都必将
受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
民的声讨。我们呼吁广大香港市
民，进一步认清“反中乱港”分子们
的阴谋诡计与严重危害，携手同心，
止暴制乱，守护家园平安，捍卫国家
利益，驱散纷乱的阴霾，让香港重回
阳光明媚的发展航道。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揭穿“反中乱港”分子卖港卖国的真面目

新华社香港8月9日电（记者周文其 张博
文）约9时30分，完成信息登记、验血红素等程序
后，26岁的王莎莎快步来到采血室，躺在献血椅
上。随着鲜血向输血管静静流淌，她的神情渐渐
放松下来，和一旁的医务人员聊起了天。

“我这次献了350毫升的B型血。能够尽自
己的努力帮助有需要的香港市民，心里很高兴，以
后有机会还会参加献血活动”。王莎莎说。

王莎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的一名
女兵。9日，驻港部队在枪会山军营组织第22次
无偿献血活动。约400名官兵参加了此次活动，
为香港市民献血共约16万毫升。

30岁的上尉解洪斌在另一间采血室献血。
此前刚听说这个活动时，他在第一时间报了名。

“报名的时候没有担心犹豫。”他说，作为驻港部队
官兵的一员参与献血，内心更有一份自豪感和使
命感。

“身处香港两年了，我对香港有了很深的感
情。我要为香港市民的健康贡献一份力量，通过
实际行动加深与香港市民的感情。”解洪斌说。

据驻港部队统计，自1998年至今，部队先后
组织了22次无偿献血活动，共有8600余人次官
兵为香港市民累计献血约370万毫升。

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行政及医务总监
李卓广说，驻港部队是在单日献血活动中献血总
量最多的，每年都积极地为香港市民献出宝贵血
液，帮助无数病人重拾健康，感谢驻港部队对香港
市民的爱护。

此次是女兵石希第二次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记者看到，她的神态比较淡定，轻松地等着采血的
开始。“连续两年都来献血，是因为我觉得这很有
意义。之前参加公益活动接触过一些香港市民，
发现他们对我们很热情友好，我也想多为他们做
一些贡献。”她说。

驻港部队副政治委员陈亚丁表示，进驻香港
22年以来，驻军始终不忘初心，坚决贯彻“一国两
制”伟大方针，忠诚履行驻港使命，热心投身公益、
积极服务社会，赢得了香港各界的广泛赞誉。

“今后，驻军将继续发扬人民子弟兵优良传
统，致力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坚决同邪恶分
裂势力做斗争，始终爱港亲民，积极参加公益活
动，以实际行动加强与香港同胞的血肉联系。”
陈亚丁说。

据介绍，驻港部队官兵报名参与献血活动十
分踊跃，驻军卫生部门为确保血液质量符合标准，
预先对报名官兵的身体条件和血液情况进行了严
格检查。参加此次活动的男性官兵和女性官兵每
人献血量分别为400毫升及350毫升。

新华社深圳 8 月 10 日电 （记
者白瑜）华为10日在东莞松山湖发
布全球首款搭载鸿蒙操作系统的
终端产品——荣耀智慧屏。华为公
司强调该智慧屏“不是电视，是电

视的未来。”
那么，“未来的电视”究竟什么样？
虽然华为公司9日已发布鸿蒙

操作系统，但作为鸿蒙系统“落地”的
第一款实体终端，荣耀智慧屏还是引

起广泛关注。华为消费者业务CEO
余承东表示，“作为华为旗下面向年
轻人的科技潮牌，荣耀承载着华为技
术的前瞻性应用和探索，荣耀智慧屏
是华为智慧屏战略和华为鸿蒙操作

系统的首款落地产品，意义重大。”
从当天发布的产品看，鸿蒙操作

系统首次采用面向多终端的模块化
设计，可以随不同终端应用场景需求
实现弹性部署，因此荣耀智慧屏具有
鸿蒙的分布式“基因”。发布人、荣耀
总裁赵明说，投屏技术可以让手机甚
至无人机成为电视屏幕的延伸，只要
碰一碰投屏，手机就可以变为智慧屏
的触控屏、扬声器、遥控器和键盘。

他说，荣耀智慧屏产品打“情感
牌”，试图通过让智慧屏成为家庭的
影音娱乐中心，更是信息共享中心、
控制管理中心和多设备交互中心，让
电视重新回到家庭的“C位”，把人们
特别是青年人拉回家庭客厅。

在发布会舞台上搭建的“客厅”
中，赵明现场演示了荣耀智慧屏各种

“黑科技”，通过荣耀智慧屏与成都现
场进行远程通话。在进行主动视频
通话呼叫之后，摄像头从智慧屏顶端
升起，给人“天涯若比邻”的体验。

据介绍，该款智慧屏产品采用海
思鸿鹄818智慧芯片、AI摄像头的
NPU芯片和旗舰手机同级海思WI-
FI芯片等三颗华为自研芯片，采用
55英寸全面屏，屏占比为94%。

电视是智能家居重要入口，发
布智慧屏成为华为全场景智慧生活
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业界人士分
析，华为推出的新品，将成为家电行
业重大“变量”。

解放军驻港部队
为香港市民无偿献血

8月9日，解放军驻港部队一名海军士官在
献血。 新华社发（易定 摄）

8月10日拍摄的“向阳红01”船。
当日，我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船“向阳红

01”从青岛起航，执行中国第10次北极考察任务。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摄

“向阳红01”船起航
执行中国第10次北极考察

“未来电视”什么样？
搭载华为鸿蒙系统的荣耀智慧屏亮出“独家秘籍”

8月10日，华为荣耀总裁赵明在发布会上介绍荣耀智慧屏。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8月10日，获得比赛金奖的广东选手王盈力
在台上演讲。

当日，由中宣部和全国妇联等主办的“时代新
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家国情怀”
主题赛事全国演讲比赛在广州落下帷幕。来自广
东、浙江、广西的王盈力、李佳琪、汤婧以生动感人
的内容和饱满真挚的情感深深打动评委和观众，
获得金奖。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
“家国情怀”主题赛事在广州落幕

IMF重申

人民币汇率符合基本面
专家认为美方自欺欺人暴露于世

据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北京
时间8月10日凌晨，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发布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
报告，重申2018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
下降，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
基本相符。多位国内外专家认为，
IMF此次报告等于否认美国对中国

“汇率操纵国”的指责，美国乱贴标签
自欺欺人的做法暴露于世。

IMF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中
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比例下降约1个百分点至0.4%，预计
2019年该比例将保持在0.5%。根据评
估，2018年中国外部头寸与中期基本
面和可取政策对应的水平基本相符。

IMF亚太部助理主任、中国事务
主管詹姆斯·丹尼尔表示，2018年人
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
符，并不存在明显高估或低估。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管涛说，IMF的报告没有支持美国认
为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结论，没有改
变6月份磋商结束后的总结陈词。可
以说，IMF最新报告没有认同美国给
中国贴的汇率操纵国的标签。

前美国财政部官员、战略与国际
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索贝尔告诉
记者，IMF的上述报告驳斥了美国财
政部近期对中国“操纵”汇率以获取不
公平贸易竞争优势的指控。

事实上，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的
成果有目共睹。IMF自2015年起连
续5年发布报告认为，人民币汇率与
中国经济基本面基本相符。

据新华社香港8月10日电 10
日，香港各界700多位知名人士联
署呼吁：“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
他们希望香港市民行动起来，止暴
制乱，向暴力和乱象勇敢说“不”！

参与联署的包括王冬胜、何柱
国、何超琼、李泽钜、范徐丽泰、唐
英年、郭炳联、陈冯富珍、曾钰成、
曾宪梓、黄志祥、刘业强、郑家纯、
邝保罗等726位各界人士。

参与联署的人士指出，过去两
个月香港的混乱和撕裂，令人透不

过气，暴力冲击越演越烈，香港完
全变了，变得陌生，变得危险，变得
令人恐惧，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的香
港？乱局已经影响到生活各个方
面，所有事情都不正常，再乱下去，
香港还有希望吗？游客却步，商场
闭户，股市大跌，数百名警员和无
辜市民受伤，数百万市民生活在忧
虑中，暴力造成的政治低气压令人
抑郁，再乱下去，香港还有明天吗？

联署人士认为，香港已经遍体
鳞伤，不能再忍气吞声、姑息纵容。

他们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要尽
快止住乱局，在社会民生上改革向
前，令市民生活得更好。700万香港
人应携手同心，为了自己也为下一
代，向暴力和乱象勇敢说“不”！

发起此次联署的“守护香港大
联盟”由香港友好协进会等多个香港
各界团体支持成立，其宗旨是希望搭
建一个平台，让香港社会各界充分表
达反对暴力、维护法治、确保香港繁
荣稳定的心声，呼吁广大市民一起来
守护香港这个700万人的共同家园。

香港各界人士联署呼吁：

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

新华社香港8月10日电（记者
丁梓懿 朱宇轩）香港国泰航空10日
证实，两名机场员工因行为不当已被
解雇，被控暴动罪机师自7月15日
起未再执行任何飞行任务。

国泰航空表示，根据该公司机师
飞行职务的标准程序，被控暴动罪的
机师自2019年 7月30日起已没有
被安排飞行职务。同时，该机师自
2019年7月15日起也未执行任何飞

行任务。国泰航空表示，公司一直视
运作安全及保安为首要考量。

国泰航空同时证实两名机场员
工因行为不当已被解雇。此前，国泰
航空被批评有职员恶意泄露航班旅
客信息。

8月9日，针对香港国泰航空近
期在多起事件中暴露出的安全风险
及隐患，民航局向香港国泰航空发出
重大航空安全风险警示。

香港国泰航空：

解雇两名行为不当员工
被控暴动罪机师未再执行飞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