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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12日在答记者问时
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
港事务。

有记者问：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涉

嫌参与发生在伊朗等国家的“颜色革
命”。中方表示，香港近来发生的一
系列事件中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
特征，这是否意味着中方怀疑美国中
央情报局参与其中？能否拿出任何

证据？
华春莹说，近来，美国频频对香

港事务说三道四、颠倒黑白、煽风点
火。美政要及外交官员会见、接触反
中乱港分子，无端指责中国中央政

府，为暴力违法行为张目，破坏香港
繁荣稳定。

“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我要
再次问美方，你们居心何在？你们要
借香港达到什么目的？”华春莹说。

她再次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
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
促美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立即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外交部：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据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记
者刘明洋 查文晔 周文其）香港中联
办负责人12日发表声明，严厉谴责
香港极少数暴力违法分子采取的极
端暴力行径，呼吁全社会行动起来，
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止暴
制乱、恢复秩序，共同维护香港法治
和社会安全。

该负责人表示，11日，在香港多
区发生了违法暴力袭击，极少数激进
暴力分子更使用了大量具有高杀伤
性的武器，包括向警署投掷汽油弹导
致值勤警员严重烧伤，甚至有人使用
大口径强力射击装置袭击警署。该
负责人严正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
方，都绝对不能容忍这些令人发指的
极端暴行。如果任由这些恐怖暴行
蔓延，香港将滑向无底深渊。

他对在袭击中受伤的警员表示
深切慰问，对香港警队在处理连串违
法暴力事件时坚守岗位、忠诚履职、
专业克制和严正果断执法表示由衷
敬佩和致以崇高敬意，并对全体警队
的家人亲友长时间来的默默支持、忍
辱负重表达诚挚的问候。

该负责人强调，当前香港广大市
民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尽快止暴制乱，
使香港社会回复稳定安宁。全社会
都要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
依法严惩暴力犯罪分子，以实际行动

共同维护自己的家园，共同维护香港
“一国两制”的美好明天。

当天，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
在北京就香港11日晚极少数暴徒在

多处向警察投掷汽油弹并导致警员
烧伤一事表明态度，对实施这种严重
违法犯罪的暴徒予以严厉谴责。

杨光指出，香港警队是维护香港

社会治安和法治的中坚力量。两个
多月来，香港警务人员恪尽职守、依
法履职，在止暴制乱一线表现出的专
业克制、做出的重要贡献有目共睹，

赢得了包括广大香港市民在内的所
有热爱和平安定的人的普遍赞誉和
崇高敬意。但连日来，香港激进示威
者屡屡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攻击警员，
已经构成严重暴力犯罪，并开始出现
恐怖主义的苗头，这是对香港法治和
社会秩序的粗暴践踏，是对香港市民
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对香港繁荣
稳定的严重挑战。对这样的暴力犯
罪行径，必须坚决依法打击，毫不手
软，毫不留情。我们坚决支持香港警
队和司法机构果断执法、严正司法，
尽快将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在多区
的非法集会中，有暴力示威者破坏公
物、堵塞道路；围堵警署，以激光、砖
块袭击警务人员；更有暴力示威者投
掷汽油弹，令警务人员受伤。暴力示
威者无法无天的行为严重威胁警务
人员和其他市民的人身安全，我们对
此感到愤慨，并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违法示威活
动也让部分公众服务设施提早关闭，
阻碍紧急服务和商业活动。这些持
续而且大范围、不定时、不定点出现
的违法及暴力行为，剥夺普通市民正
常生活的权利。呼吁广大市民共同
向暴力说“不”，协助社会尽快恢复秩
序。警方也必定严正果断执法，令违
法示威者接受法律制裁。

香港中联办、国务院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就极少数暴徒投掷汽油弹袭警予以最强烈谴责

对暴力犯罪行径坚决打击毫不留情

11日，香港有暴徒在多处投掷汽油弹，图为一名警察被严重烧伤。 新华社发

21支救援队赴15个重点受灾县

浙江开展灾后防病防疫

据新华社杭州8月12日电（记者黄筱）超强
台风“利奇马”过境，洪水退去，浙江灾后防疫防病
战线拉开序幕，11日国家级医学救援和疾病防控
队伍组成的6支应急小分队，和浙江8个地市组
建的15支卫生应急小分队迅速集结，驰援15个
灾情重点县（市、区）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浙江省疾控部门专家表示，浙江当前传染病
防控形势严峻。洪水退后，因洪水带来的垃圾、淤
泥、动物的尸体、粪便等会给环境卫生带来严重的
破坏和影响，对饮用水也极有可能造成不同程度
的污染。加上目前气温仍然很高，又值肠道传染
病的高发期，水灾之后蚊蝇极易滋生传播，各种因
素叠加，极易造成各种病原体的繁殖和传播。

当前最基础的一步是及时消除洪水带来的垃
圾、淤泥、动物尸体、粪便等环境的污染源，要快速
地清理，恢复环境卫生；在环境清理的同时跟进卫
生防疫消杀工作，重点消杀区域是水源地、人群的
聚集地、污染严重的地方，并且同步做好传染病的
疫情监测、饮用水的监测和卫生宣教。

根据统计，截至12日17时，浙江省已完成防
疫消杀面积3099万平方米，发放健康教育资料
739367份，面对面健康教育覆盖689387名群众，
指导百姓做好灾后消毒和自我防病保健，并开展

“利奇马”传染病（症状）监测日报，及时分析各地
疾病发病趋势，评估灾后疫情风险，及时采取针对
性措施，严防灾后重大疫情发生。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记者叶昊鸣）记者
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当日16时，台风

“利奇马”已造成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安徽、福
建、河北、辽宁、吉林9省市897万人受灾，已导致
山东5人死亡7人失踪、安徽4人死亡5人失联、
浙江39人死亡9人失联。目前，171.3万人紧急
转移安置，其中已安全返回138.8万人。

据了解，此次台风还造成5300间房屋倒塌，
4.2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531千
公顷。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地3万多名消防
指战员共参加抢险救援6177起，营救遇险和疏
散转移被困群众8843人。

8月12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部署台风
“利奇马”北上强降雨应对工作，强调台风过后
不能有丝毫松懈，后续带来的强降雨极易引发山
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决口漫堤和城市内
涝等灾害。要求各地层层压实责任，加强风险隐
患排查，落实江河湖泊重要堤防、水库水电站、
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防守和应急抢险责任，盯紧
人口密集区，加强山前屋后、河流沿岸房屋安全
检验，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必要时果断采取停
产撤人措施。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要发挥国家队和
主力军的作用，对可能产生风险的重点地区前置
力量，精准高效救援。

关注“利奇马”

台风“利奇马”
已致897万人受灾
山东5人死亡7人失踪，安徽4人死亡
5人失联，浙江39人死亡9人失联

台风“利奇马”影响山东多地，青岛沿海掀起
大浪。 新华社发（王海滨 摄）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向浙苏鲁下拨中央防汛
防台风补助资金3亿元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记者叶昊鸣）记者
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
日向浙江、江苏、山东三省紧急下拨中央防汛防台
风补助资金3亿元，其中浙江1.5亿元、山东1亿
元、江苏0.5亿元，主要用于支持三省做好超强台
风“利奇马”抢险救援救灾工作。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部署台风
“利奇马”防范应对工作，应急管理部主要负责
人每日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先后派出10个工
作组分赴浙江、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天津、辽
宁、吉林、黑龙江等地一线，指导协助当地采取
针对性防御应对措施，全力做好台风防御应对和
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此前已紧急向浙江预拨救灾
资金3000万元。

8月12日，工作人员在浙江永嘉岩坦镇山早
村山体滑坡灾害现场开展消毒工作。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记
者刘明洋）受示威者在机场集会影
响，机场运作已严重受阻。香港机
场管理局12日下午表示，除了已完
成航班登机程序的离港航班，和正
前往香港的抵港航班外，其余当日
所有航班已全部取消，所有航班登
记服务暂停。

香港机管局表示，已启动机场紧
急事故应变中心，机管局与航空公司
正保持紧密沟通，希望机场尽快恢复
正常运作。当局将视机场运作的恢
复情况，由机管局与航空公司在13
日早上6时起实施航班重新编配。

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
帆表示，今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

了一个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以表
达意见之名严重干扰机场的运作，
引致机场全面停止运作，令香港付
出沉重代价。

陈帆指出，每天有接近20万名
旅客进出香港国际机场，这20万名
旅客为香港带来的经济效益是难以
估计的。在东涌区域有超过10万市

民居住，而今天的骚扰令整个北大屿
山高速公路严重阻塞，使东涌居民出
入受到严重影响。

机管局呼吁旅客出发前往机场
前，透过机场网页了解最新航班情
况，同时需要留意航空公司有关航班
的最新消息，在确认航班后再出发前
往机场。

受示威集会影响

香港机场取消12日剩余航班

据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记
者朱宇轩）香港三个旅游业工会12
日发布的有关旅游业从业者问卷调
查显示，近两个月来，受访者平均收
入跌幅接近八成，逾一成受访者收入
为零。

受访者普遍表示，与去年同期

相比，自6月以来，接待的旅游团数
量平均下跌超过70%，收入平均下
跌约75%。其中，四成受访者表示，
收入下跌超过90%；逾一成受访者
表示收入为零；超过九成的受访者
对香港未来一年的旅游业前景感到
担忧。

香港导游总工会理事长黄嘉毅
表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旅游业数据表
现良好，但示威行动导致七八月份香
港旅游旺季变为“寒冬”。往年同期，
导游平均每月接待12至15个旅游
团，今年受示威活动影响，内地、东南
亚、欧美等地纷纷取消旅游团。不少

导游8月成团数为零。
港九劳工社团联会主席林振昇

表示，希望香港特区政府能推出纾困
措施，帮助业界走出困境。他建议，
特区政府设立旅游业雇员技能增值
计划，为失业或者开工不足的从业者
提供贷款等。

调查显示：

香港旅游业者近两月平均收入跌幅接近八成

据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 香港
警方12日表示，在过去数天的激进
示威活动中拘捕了149人，他们涉嫌
非法集结、袭警、藏有攻击性武器等。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副处长邓炳

强1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在过去一连
串示威活动当中，激进示威者胡作非
为，不断将暴力程度升级，并将暴力事
件延伸至全港，对广大市民的生活造
成严重困扰，威胁市民人身安全。

从9日到12日，警方拘捕了149
人，其中包括111名男子和38名女
子，年龄在15岁至53岁之间，涉及
罪行包括非法集结、袭警、阻碍警务
人员执行职务、藏有攻击性武器、藏

有危险品等。
另外，警方留意到示威者当中有

人作出极端暴力行为，因此针对这些
核心暴徒作出全面刑事调查。在铜
锣湾，警方拘捕了15名核心暴徒。

香港警方再拘捕149名激进示威者
他们涉嫌非法集结、袭警、藏有攻击性武器等

必须将乱港暴徒
绳之以法！

再不切除暴力之瘤，将乱港暴
徒绳之以法，香港危矣！

香港激进分子制造“黑色恐怖”
愈加疯狂，已完全视法治为无物。11
日暴徒再次围堵警署，袭警手段发展
到投掷汽油弹，造成警员被烧伤。无
法无天的街头暴力正在扼杀香港，于
此危急时刻，所有真爱香港的人们不
能再隐忍，都当挺身而出，阻止香港
被推向一条无以承受的不归路。

致命武器已不是第一次出现在
香港街头，可发射砖头的弹弓、弓
箭、毒性化学粉末、汽油弹、甚至仿
制气枪轮番上场，触目惊心。激进
示威者已抛掉所谓“和平”“理性”的
伪装，现形为香港社会安宁的最大
破坏者和最危险因子。他们围攻落
单警察，咬断警察手指，使用汽油弹
烧伤警察，近两个月已有一百多名
警察受伤。他们骚扰、威胁、围攻、
殴打持不同意见的普通市民……这
些人不是暴徒，是什么？！再不依法
严惩，以儆效尤，不法之徒就要把香
港推向深渊！

时间不会等待，香港不能犹
豫。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严正执法、
公正司法，让少数暴力犯罪分子和
背后的策划组织者付出沉重代价。
我们也要更严厉地正告“乱港反中”
势力，你们戕害香港的政治算计昭
然若揭，你们自私阴险的政治图谋
注定失败。多行不义必自毙！

（据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

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记者方
栋）针对上周末在香港多个地区发生
的违法暴力袭击，香港特区政府多位
司局长1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面对愈
演愈烈的暴力行为，警方必须采取严
正行动打击暴力分子，维护公共秩序，
恢复社会安宁。他们同时呼吁市民拒
绝暴力，维护法治，爱护香港大家庭。

在上周末的暴力事件中，极少数
暴力分子使用了大量具有高杀伤性
的武器，向警署投掷汽油弹导致值勤
警员严重烧伤，甚至有人使用大口径

强力射击装置袭击警署。
“警方面对违法行为，由于职责

所在，必须要采取严正果断的执法行
动，恢复我们社会的秩序，恢复社会
的安宁，让大部分市民生活可以恢复
正常，香港的经济可以继续运作。”特
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

张建宗表示，激进示威者在上周
末发起的大规模冲突、破坏行动令香
港市民痛心，对这些极端暴力行为要
予以严厉谴责，任何为香港好的市民

都不应该冲击法治，以违法的暴力行
为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发布会上，特区政府保安局局
长李家超表示，有一批极度暴力倾向
的分子在周末用包括汽油弹、射击工
具、铁珠等危险性武器袭击警务人员，
攻击警署，而警方在过去的行动中也
搜获了制造炸药的原材料及制成品、
烟雾弹、锋利刀具等攻击性武器。

“这些严重的暴力行为已到达极
度危险的情况，令人担心其恐怖性。
这批极度暴力倾向的人士，不是普通

的示威者，所以警方必须采取针对性
（行动），有效地予以打击。”李家超说。

李家超还表示，非法集结活动破
坏社会安宁，警方在法律上有责任采
取包括驱散在内的行动，而在场人士
应在警方预先警告时就尽快离开。

12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
公众集会未经批准，导致机场全面停
止运作。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
长陈帆指出，香港国际机场是在全球
客运量排名第三的国际航空枢纽，每
天有接近20万名旅客进出，这次的

事件令香港付出沉重代价。
陈帆表示，香港国际机场是国际

航空枢纽，占香港出入口贸易总额
42%，为超过80万人提供生计，在香
港经济的长远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
要的角色。

“我们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是经
过很多年香港人打拼而得来的。失
去是相当容易，但重建却是非常困
难。”陈帆呼吁在场人士尽快离开香
港国际机场，让香港的民航事业可以
继续运作。

香港特区多名政府官员：

警方必须采取严正行动制止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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