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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8月13日电 经中美双方商定，
当地时间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在纽约就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

杨洁篪会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香港中联办、国务院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

强烈谴责香港机场严重暴力行径

新华社北京8月 14日电 8 月
14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以
下简称“中国记协”）就8月13日晚
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部分暴徒围
殴《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一事发表
声明，强烈谴责围殴与非法禁锢记者
的严重暴力行径。

声明指出，中国记协对无理阻挠
记者正常采访，针对记者实施围殴、
非法禁锢等严重暴力行径，表示极大
愤慨和强烈谴责！对在围殴事件中
受伤的记者表示深切慰问！对这名
身陷危境仍勇敢喊出“我支持香港警
察”的记者表达崇高敬意！

新闻工作者依法享有的人身权
和采访权决不容侵犯。涉事暴徒对
新闻工作者的野蛮殴打、非法禁锢，
是严重的人身伤害和恶劣的暴力犯
罪行为，是对新闻工作者正当权益的
漠视和侵害，是对全球新闻界的挑战
和侮辱，是对新闻自由的严重践踏。

中国记协坚决维护新闻工作者正当
的采访权益，强力支持新闻工作者开
展正常的新闻报道活动。中国记协
强烈呼吁有关方面对侵害新闻工作
者人身安全和新闻报道权益的违法
行为给予依法严惩，尽快将违法犯罪
分子绳之以法。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围殴与非法禁锢记者严重暴力行径

五大视角看当前经济形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解读7月份经济数据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的7月份主要经济数
据显示，尽管部分指标增速出现短期波动，不过
制造业投资增速连续三个月回升、城镇新增就
业全年任务完成近八成等诸多指标释放出积极
信号。

怎样研判当前经济形势？下阶段经济运行
趋势如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当天
在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进行了解读。

看运行
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统计显示，7月份，工业增加值等指标增速比
上月有所回落。如何看待指标的短期波动？刘
爱华分析，工业生产总体平稳，1至7月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增长8.7%，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2.9个百分
点。此外，投资平稳增长，1至7月份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5.7%，与前几个月基本持平。其中，
制造业投资增长3.3%，连续三个月小幅回升。

“产业发展持续升级，国内需求优化扩大，外
贸外资增长有所加快，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不管
是从生产需求还是从就业物价等方面判断，当前
经济运行仍然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
势。”刘爱华说，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严峻
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的基础还需巩固。

看消费
巨大潜力正逐步释放

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6%，
增速比上月回落2.2个百分点。

“回落的主要原因是汽车销售变化。”刘爱华
分析，由于汽车排放标准的转换，很多厂商和经
销商在6月采取了促销活动，6月汽车销售同比
增长17.2%。由于消费前移或者有一定透支效
应出现，7月份汽车销售下降了2.6%。扣除汽车
零售额影响之后，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8.8%，增速和上月基本持平。

她说，餐饮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消费升
级类商品包括文娱类商品零售额增速继续加快，
服务消费增速保持两位数，综合来看消费继续保
持了平稳较快增长。此外，平台经济发展会从产
业和供给方面对消费提供支持。巨大的消费潜
力正在逐步释放，消费有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
础和条件。

看就业
就业市场总体平稳

统计显示，1至7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867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79%。7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

“调查失业率上行主要是因为毕业季到来，毕
业生集中进入就业市场。”刘爱华说，今年高校毕
业生总数达到830万左右。从往年经验和目前高
校监测数据来看，高校毕业生陆续找到就业单位，
正在逐步落实之中。她分析，25至59岁就业主
体人群的调查失业率与上月持平，显示目前就业
市场总体平稳。

看物价
物价有条件保持平稳

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8%，涨
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猪肉、鲜果等部
分食品价格涨幅较大。

刘爱华分析，从整体上看目前物价涨幅比较
温和，上涨较多的主要是食品价格。随着夏季时
令水果的大量上市，鲜果价格总体有下行的积极
条件。相关部门、各地方政府目前都在采取措施，
保障市场供应，稳定猪肉价格。随着这些措施逐
渐见效，猪肉价格是有平稳基础的。总体来看，整
体物价水平有基础、有条件保持比较平稳的态势。

看走向
下阶段经济增长有坚实基础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经济能否稳健
前行？刘爱华认为，今年以来我国采取的逆周期
调节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正在逐渐显效。

她介绍说，企业对于减税降费的获得感在增
强。国家统计局开展的调查显示，二季度有
52.2%的企业认为享受到了减税降费红利，比一
季度上升3个百分点。同时，微观主体活力不断
增强。1至7月份日均新登记企业达到1.96万
户，其中7月份达到日均2.13万户。此外，新动能
在不断集聚壮大。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

“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6.1%，比
上年上升0.3个百分点。

“从经济动力、活力和政策红利等方面来看，
下阶段经济增长有坚实基础。”刘爱华说，要坚定
信心，保持定力，狠抓“六稳”政策落实，强化创新
驱动，激发市场活力，坚持办好自己的事，促进经
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记者陈炜伟）

据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针对香港激
进暴力分子实施的暴力犯罪行为，海
外专家学者日前纷纷发声，指出这些
行径严重危害香港的繁荣稳定，呼吁
尽快止暴制乱，让香港恢复秩序。

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库
恩说，抗议者的极端行为造成机场瘫
痪，航班停飞，没有哪个国家能允许
这种事情发生。香港骚乱持续下去

是不可接受的，会伤害所有香港人
民，也会伤害香港自身发展的能力。

厄瓜多尔国家高等研究院副院
长卡塔利娜·巴雷罗认为，香港的激进
抗议行动已经严重危害香港的繁荣和
稳定。她支持中国旗帜鲜明地维护
国家主权。

德国黑森州国际事务司前司长
博喜文表示，暴乱仍在持续，且有增
无减。随着事件的发展，人们很快发

现，此事并非关乎某一具体法律草
案，而是以在香港制造混乱与动荡为
目的。中国中央政府传达稳定香港
当前局势的重要精神正是时候。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关系
中心研究员伊格纳西奥·马丁内斯认
为，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长时间采
取暴力手段抗议示威，既阻碍本地经
济正常运行，影响民众生活，也破坏
了香港的国际形象。香港各界应尽

快推动采取合适方式解决问题，避免
局势持续升级。

苏丹双尼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哈
桑·绍里说，在香港出现的违法暴力
行径已经严重超出文明法治社会的
底线。种种迹象表明，有幕后黑手在
暗中操纵。绍里表示，他非常支持中
国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为止暴
制乱、恢复秩序所采取的一切措施，
以使香港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谴责暴力行径

海外专家学者呼吁尽快让香港恢复秩序

激进示威者还有什么借口自我
标榜“和平理性”“理想正义”？！发生
在香港国际机场的暴行，已完全突破
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人性底线。这
伙人的癫狂与凶残，让香港前所未有
地沦为暴力之城、耻辱之地。

这伙暴徒瘫痪机场运作，逼停数
百架次航班，让滞留多日的旅客有家
不能回；他们拦阻、辱骂、攻击不同国
家和地区、不同性别和年龄的旅客，

甚至不放过患病人士和年幼的孩子；
他们戴着口罩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却
强行翻看旅客证件和手机，甚至肆意
搜身、围堵逼问……种种恶行是对法
治、秩序和基本人权的极端蔑视和严
重践踏，不但触目惊心，更令人发指。

暴徒们公然实施严重暴力犯罪
行为，已到了完全丧心病狂的程度。
他们非法禁锢持因私往来港澳通行
证到香港机场送人的深圳居民徐某，

进行捆绑、虐打致其昏迷，还百般阻
挠前来救助的救护人员。之后，他们
又以怀疑《环球时报》记者假扮记者
为名，对其捆绑并围殴。近乎恐怖主
义的暴力行径，是对法律和道德的公
然挑战，严重损害了香港的形象，严
重伤害了内地同胞的感情。

以一己私欲凌驾公众利益、危害
生命安全的行为，不断出现在两个多
月来的各种非法示威和“不合作运

动”当中，烈度一再升级，社会破坏性
持续增大。从围攻落单警察、咬断警
察手指、使用汽油弹烧伤警察，到骚
扰、威胁、围攻、殴打持不同意见的普
通市民；从破坏公物、堵塞干道、阻挠
通勤甚至打砸纵火，到使用发射砖头
的弹弓、弓箭、毒性化学粉末甚至仿
制气枪……这伙蒙面暴徒让香港深
深蒙羞、受创。香港已到了前所未有
的危急时刻！

决不能允许暴力在香港横行！决
不能允许恐怖主义在香港显形！对激
进暴力分子极其恶劣的犯罪行径，必
须依法严惩。对一切戕害香港的暴力
行为，必须坚决抵制。暴徒不仅将受
到法律严惩，更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
柱上！所有爱护和关心香港的人们，
让我们都站出来，汇聚起强音与力量，
为香港洗刷耻辱、重启新生。

（新华社香港8月14日电）

暴力，香港之耻！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国驻日内瓦
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和驻欧盟使团发
言人13日表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
新闻发言人和欧盟对外行动署近日
就涉港问题发表错误言论，干涉中国
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
不满、坚决反对。

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新闻发言
人表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新闻发言

人罔顾事实，就涉港问题发表错误言
论，干涉中国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向暴力违法分子发出错误信号。

发言人说，近期在香港发生的
示威游行活动演化为极端暴力行
为，一些激进分子蓄意制造暴力事
件，完全超出和平游行示威的范
畴。这些暴力行为粗暴践踏香港法
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香港市民
生命财产安全，严重挑战香港繁荣

稳定，严重触碰“一国两制”底线。
对如此严重的暴力违法行为，任何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容忍，都
会依法坚决打击。

13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表涉
港声明，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反对任
何形式暴力并开展各方参与的政治
对话进程。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
就此表示，欧方混淆视听、黑白不分，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发言人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
港事务纯属中国的内政，我们对欧方
不顾中方反对，再次对香港事务说三
道四、指手画脚表示强烈不满。香港
当前事态已演化为极端暴力，将香港
警方严正依法执法与激进势力的极端
暴力违法行为混为一谈，完全是混淆
视听、黑白不分。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
务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是香港社
会各界最迫切的诉求和最广泛共识。

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和驻欧盟使团发言人表示

坚决反对外国有关机构和官员涉港错误言论

香港国泰航空证实
解雇两名机师

据新华社香港8月14日电 香港
国泰航空14日证实，根据相关聘用
条款，已中止两名机师的雇用合约。

国泰航空回应传媒查询表示，
其中一名机师正涉及司法案件，另
一名则涉及执行8月12日CX216
航班时不当取用公司信息。

国泰航空表示，不会对任何正
进行的程序事宜发表任何意见，公
司遵从所有运营司法管辖区监管机
构的规定和指引。

新华社香港8月14日电（记者
周文其）香港机场管理局14日表
示，目前已经取得法庭临时禁制令，
禁止任何人非法地及有意图地，故
意阻碍或干扰香港国际机场的正常
使用。

香港机管局强调，任何人不得
在机场出席或参与任何在机管局指
定地方之外举行的示威、抗议或公
众活动。正在取得有关临时禁制令
的盖印副本，并会在取得有关盖印
副本后展示该临时禁制令。

香港机管局：

已取得法庭临时禁制令
禁止干扰机场正常使用

新华社香港8月14日电 中央人
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
室8月14日发表声明指出，对暴徒8
月13日在香港国际机场针对两名内
地居民实施围殴、非法禁锢等严重暴
力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

声明说，在13日香港国际机场
的非法集会中，示威者撕下所谓“和
理非”的假面具，瘫痪机场运作，阻
碍、辱骂、攻击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
旅客乃至患病人士和无辜小童，严重
侵害他们的正当人身权利，严重影响
香港国际声誉。更令人愤慨的是，13
日晚，极端暴力分子采取围堵、搜身、
非法禁锢、野蛮殴打等手法对待现场
正常采访的《环球时报》记者和持因
私合法证件途经香港机场送人的深
圳居民，并袭击到场协助护送的警
员。暴徒对新闻记者的非法禁锢、野
蛮殴打，更是对全球新闻界的挑战和

侮辱，是对新闻自由的严重践踏。这
些目无法纪、侵犯人权、泯灭人性的
暴行，完全超出文明社会的底线，已
经与恐怖分子的暴行无异。

声明说，我们向在13日晚围殴
事件中受伤的内地记者和旅客表示
深切慰问，对身陷危境之中仍勇敢喊
出“我支持香港警察”的《环球时报》
记者表达崇高敬意。香港中联办将
一如既往协助有关方面切实保障内
地居民在港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
并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尽快拘捕
暴徒，将他们绳之以法。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记者
查文晔）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徐露颖
14日就13日晚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
的部分暴徒围殴内地记者和游客等
严重暴力行径发表谈话，表示极大愤
慨和强烈谴责，并支持香港警方依法
拘捕涉事暴徒。

徐露颖说，13日晚、14日凌晨，
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
暴力事件。在机场非法集会的部分
激进暴力分子对两名内地居民实施
了严重的人身伤害行为。13日20时
许，他们先是非法禁锢了持因私往来
港澳通行证到香港机场送人的深圳
居民徐某，用索带将他绑上，用镭射
枪照射眼睛并虐打，致其昏迷，在救
护人员到场后，又百般阻挠救助。最
后在警方的协助下，用时近4个小时
才将徐某解救。其间，他们还围殴了
一名警员，抢夺其警棍。14日凌晨
时分，激进暴力分子又以怀疑《环球
时报》记者付某假扮记者为名，将其
双手捆绑并围殴，致使付多处受伤。
据了解，徐、付二人目前仍在医院留
医。我们对这种近乎恐怖主义的行
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向受伤的内
地同胞和香港警员表示深切慰问。

徐露颖表示，连日来，香港激进
暴力分子完全突破了法律的底线、道
德的底线、人性的底线，他们在众目
睽睽之下公然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行
为，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他们
的行为是对法治的极端蔑视，严重地
损害了香港的国际形象，严重伤害了
广大内地同胞的情感。对于这种极
其恶劣的暴力犯罪行径，必须依法严
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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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香港8月14日电（记者
周文其）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和香港
警方14日凌晨对暴徒在机场殴打旅
客和记者予以严厉谴责，称这些暴力
行为远超文明社会底线，令人发指。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13日下
午起，大批示威者在机场集结，瘫痪
机场运作，严重影响出入境旅客，已

远超和平示威行为。到晚上，有暴徒
变本加厉，分别包围、殴打一名旅客
及一名记者，并阻止救护人员将该名
旅客送院。警方到场处理事件时，多
名暴徒又袭击警务人员，严重威胁警
务人员人身安全。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些暴力
行为远超文明社会底线，令人发指，特
区政府予以最严厉的谴责。警方一定
会严正追究，将涉案者绳之以法。

香港警方表示，示威者罔顾法纪
的暴力行为令人发指，警方予以极严
厉谴责，并强调会积极对案件做出深
入调查，不会放过任何线索，务必将
施袭者绳之以法。

香港警方介绍，在事件中，共拘
捕5名男子，涉嫌非法集结、藏有攻
击性武器、袭警及破坏社会安宁等。
被包围殴打的2名受害人已经被送
往医院治疗。

新华社香港8月14日电 针对
媒体报道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议员
卢比奥等发表“香港警察加强使用武
力并将示威者定性为暴力罪犯令人
震惊”“敦促特区政府撤回修例、禁止
警察使用暴力”等谬论，外交部驻香港
特区特派员公署发言人14日表示，美
有关议员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煽动暴
力犯罪，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他们
就是极端暴力分子背后的黑手。

发言人说，近期香港暴力犯罪不
断升级，暴徒们采取极端手法瘫痪机
场、打砸纵火、围攻警署，残忍地咬断
警察手指，悍然向警署投掷汽油弹导
致警察严重烧伤，甚至使用大口径强
力射击装置袭击警员。昨日竟然还发
生了暴徒非法拘禁、肆意围殴一名旅
客及一名记者、暴力抗拒警察执法、围
殴警察、阻拦警车、救护车的极端暴
行。这些泯灭人性、令人发指、罄竹难

书的极端暴行，不是暴力犯罪是什
么？在铁的事实面前，美有关政客居
然反咬一口，要求“禁止警察使用暴
力”，你们还有起码的良知和是非吗？
如果你们这样助纣为虐还不算是暴力
犯罪分子背后的黑手，那么谁是？

发言人指出，面对这些突破法律、
道德、人性底线的严重暴力犯罪，美政
客为一己政治私利，肆无忌惮地充当
极端暴力分子的保护伞和代言人，昧

着良心诋毁诬陷在空前压力下仍在克
制、专业执法的香港警队，包括700万
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同声谴责！

发言人强调，乾坤朗朗，天理昭
昭。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反中乱港”
势力切莫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与安
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意志和
能力。霸权主义者在别人的土地上恣
意妄为必将付出沉痛代价！任何违法
犯罪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外交部驻港公署：

美国有关政客助纣为虐，就是暴力犯罪分子背后黑手

香港警方逮捕5名涉嫌
在机场非法集会的嫌疑人

据新华社香港8月14日电 香港
警方14日表示，已拘捕5名涉嫌在香
港国际机场非法集会的男性嫌疑人，
年龄在17至28岁之间。其中，两名
嫌疑人涉嫌袭警及藏有攻击性武器。

13日晚，激进示威者在香港国
际机场举行非法集会，并针对两名
内地居民实施围殴、非法禁锢等严
重暴力行为。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助理处长
麦展豪表示，极端激进示威者在香
港国际机场打人、滥用私刑、阻碍救
援、推撞旅客、罔顾人命，这是极端
暴力行为。

特区政府警务处公共关系科总
警司谢振中引述香港有关法例指出，
任何人利用任何器件、物质或武器，或
以任何其他方式，故意在服务国际民
航的机场内作出任何暴力行为，导致
或相当可能会导致伤亡或严重人身
受伤，及危害或相当可能会危害该机
场的安全运作或该机场内的人的安
全，一经定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