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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8月后，“暴”和“乱”进一步
升级，激进分子行径嚣张，无法无
天。他们以所谓“游击”方式，四处流
窜滋扰破坏；发动所谓“罢工”，阻塞
公共交通，妨碍广大香港市民正常上
班；破坏公共设施，悍然围攻多区警
署、袭击警员，不断升级的暴力将香
港推入危险边缘。

8月3日，部分激进分子借在旺
角游行之名，偏离警方批准游行路
线，分散多路在油尖旺地区展开流动
式冲击破坏。激进分子两度堵塞红
磡隧道，令香港岛与九龙间的来回交
通陷于停顿；先后攻击或围堵尖沙
咀、旺角及黄大仙警署，喷写辱警字
句，言语挑衅警员，用砖头、鸡蛋、油
漆等杂物攻击警署，破坏警车，甚至
在警署门口公然纵火。

8月4日，激进分子在港岛西、铜
锣湾、将军澳等地进行大肆破坏捣
乱。肆意堵路涂鸦、围攻多间警署、
再度以“快闪”方式堵塞红隧通道、
流窜至金紫荆广场涂鸦雕塑等。记
者当日在商铺林立、以往游人如织
的铜锣湾商圈看到，随着激进分子的
到来，临街商家纷纷落闸关门，大量
游客及行人随即慌张离开。在激进
分子被驱散后，铜锣湾商圈遗下遍
地垃圾，路障横行，满目疮痍。

8月5日，激进分子将滋扰、暴力
恶行大幅升级，由日到夜，分成多批，

在全港多区发起滋扰活动，大肆破坏
捣乱，甚至做出极端违法行为。香港
十多个地区的公共道路设施受损，包
括路边栏杆和行人路的路砖被拆走、
安全岛标柱被损坏、道路设施被涂
污、大量路口交通灯受损等；香港整
体交通受到严重影响，36条道路及红
磡海底隧道一度受阻，96条巴士路线
需要暂停服务或更改路线，港铁有8
条路线服务严重受阻，有超过200个
离港及抵港航班取消。

8月5日及次日凌晨，激进分子
“兵分多路”，袭击全港多区至少十间
警署。在警署外涂鸦辱警字句，向警
署和警员投掷硬物以及汽油弹、燃烧
弹等，用可伤害视力的“激光笔”照射
警员，破坏警车，在街道、警署和多处
建筑物等地纵火，剪断电线。

1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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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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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付某多处受伤。

据记者观察，目前激进分子的装
备日益齐全，配有头盔、眼罩、口罩、
木制盾牌、雨伞、行山杖等装备，有的
甚至穿戴防毒面具、战术背心、迷彩
服等军事化装备，整个事件背后有周
密的策划。

经过一连串暴力事件，近期激进
分子暴力烈度不断提高。面对警方驱
散，激进分子不但未有四散，有时更主
动冲击警方防线，并以多种武器反击：
中远距离时，投掷砖块、燃烧弹、汽油
弹、油漆弹，用可伤害眼睛的“激光枪”
照射，用弹弓弹射硬物，更有人手持弓
箭，甚至在手推车上点燃杂物火攻警
方；近距离时，从高处扔重物“空袭”，
近身时则用雨伞、铁枝、竹枝等攻击。

令人警惕的是，香港警方近期接
连查获激进暴力分子的武器库。7
月19日，警方在荃湾区一座工业大

厦内查获烈性炸药TATP（三过氧化
三丙酮）、燃烧弹、汽油、利刀、铁通等
武器，拘捕的多名嫌犯中有“港独”分
子。近日，警方在沙田及天水围捣破
怀疑与示威有关的武器库，检获烟雾
弹、汽油弹、弓箭等武器，拘捕11人，
其中也有“港独”分子。据了解，从6
月9日至8月6日，在香港发生的一
系列示威冲突中，香港警方已拘捕
589人，被捕者涉嫌非法集结、暴动、
袭警等罪行。

更令人警醒的是，西方反华势力
与“反中乱港”分子内外勾结，狼狈为
奸。在近期香港一连串激进游行示威
和暴力事件中，记者在多个现场发现，
有外国人士出现在激进分子人群中，
并与激进分子交谈。近日，竟有“港
独”组织头目在港密会美国驻港总领
馆官员。就在这次见面后的翌日，“港
独”组织就在社交网站上扬言，正在策
动9月罢课。事实上，香港反对派和
本土激进分子与外部势力明里暗里的
相互勾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美英等
外部势力不但对修例风波中的极端暴
力行为视而不见，用“自由”“民主”“人
权”的冠冕美化暴徒，更是毫不避讳地
频频上演“指手画脚”“召见汇报”的戏
码。这种“主子”和“狗腿子”间“耳提面
命”“摇尾乞怜”的主仆丑态显露无遗。

修例风波发生以来，香港警方在
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坚守岗位，
无惧无畏，执法非常专业、克制，是维
护香港社会治安的支柱，也是守住社
会稳定的最后一道屏障，无愧于世界
上最优秀警队的赞誉。从6月9日
至8月5日凌晨，在执法行动期间，
已有139名警员受伤。

回顾这两个月来发生在香港的
严重暴力事件，不难发现，修例事件
已经变质，正如不少香港人士所指出
的，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征。如
果任由“暴”和“乱”持续下去，不仅会
危及香港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
且会毁掉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毁掉
香港的法治基石，毁掉香港的繁荣稳
定，毁掉“一国两制”，广大香港市民
不会答应，全国人民也不会答应。

8月7日，国务院港澳办和中央
政府驻港联络办在深圳共同举办香
港局势座谈会，通报了中央关于稳定
香港当前局势的重要精神，止暴制
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
的急迫任务。

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一切法
治、文明、理性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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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香港8月15日电）

在近期的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
中，一些极端激进分子明目张胆地围
堵、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侮辱国
徽国旗，公然挑战中央政府权威和国
家主权，肆意冒犯国家及民族尊严，
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7月21日，部分激进分子参加当
日下午游行后，在港岛金钟、中环一带
霸占马路。其后一些极端激进分子前
往西环，围堵、冲击香港中联办大楼，
向国徽投掷鸡蛋、墨水以及黑色油漆
弹，污损庄严的国徽，又破坏中联办的

安防设施，涂写侮辱国家、民族尊严的
字句，甚至狂言成立所谓“临时立法
会”。警方晚上清场时，激进示威者在
上环一带投掷发出烟雾的燃烧物品、
不明粉末、玻璃瓶等袭击警方，还有人
抢走警员的盾牌及在马路上纵火。

7月28日和8月4日，部分激进
分子妄图再次冲击中联办。这两次
妄图冲击中联办的激进分子被防暴
警察阻止，图谋未能得逞。

极端激进分子公然挑衅国家尊
严的黑手并没有就此作罢。8月3日
示威者在旺角游行，但游行再次演变
为暴力冲击。期间，有数名蒙面黑衣
极端激进分子在尖沙咀天星码头扯
下某建筑物前悬挂的国旗，扔入海
中，并升起印有“港独”标语的旗帜，
公然挑战国家主权。8月5日，香港
多区出现严重违法示威及暴力活动，
当晚极端激进分子再次到尖沙咀扯

下国旗，扔入海中。这些暴徒可谓嚣
张至极、丧心病狂。

暴徒的辱国恶行严重触犯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国旗及国徽条例》。《国旗及国徽
条例》第七条规定，任何人公开及故意
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
侮辱国旗或国徽，即属犯罪，一经定
罪，可处第5级罚款及监禁3年。

在暴徒做出侮辱国旗极端行径

后，有不少香港市民自发专程来到尖
沙咀天星码头，发起守护国旗行动，
举行升国旗仪式，严正谴责暴徒辱国
恶行，并向国旗敬礼。

暴力冲击中联办和辱国事件发
生后，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香
港特区政府与社会各界齐声谴责极
端激进分子的暴行。香港警方已于
7月26日拘捕一名涉案男子，其涉嫌
刑事毁坏、非法集会及侮辱国徽三项
罪名。警方表示，调查仍在进行，不
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进入7月，事态进一步升级。激
进分子在香港多区蓄意制造事端，或
非法集结或非法游行。他们将暴力
魔爪伸向社区，滋扰市民正常生活，
恶意袭击警务人员，肆意破坏社会公
共秩序，严重损害香港法治。他们的
暴力行径令人发指。

7月6日，示威者在屯门发起所谓
“光复屯门公园”游行。期间有示威者
与包括老人在内的居民发生多起争
执，有正常活动的居民不堪滋扰，躲入
公厕避难，被围困近两小时，最后由警
员护送离开；还有女子遭人泼液体并
拳打脚踢。入夜后，有激进分子占据
马路，包围屯门警署叫嚣指骂。不少
当地屯门居民表示不满，直指这些示
威者是真正扰乱社区安宁的破坏者。

7月7日，示威者发起九龙区游

行，致使高铁西九龙站全日客流量大
幅下跌，港铁称，当日约3.1万人次搭
乘高铁进出西九龙站，较平日周末平
均客量暴跌50%。游行结束后，激进
示威者当晚在尖沙咀多条道路上非法
集结，阻塞交通，与警方对峙叫嚣。有
市民不满堵路，上前理论，遭到激进示
威者围攻。作为旅游购物区的尖沙咀
受游行冲击，大部分商户提早关门，广
东道上许多名牌店外人潮不再。

7月13日，有人以“反水货客”为
名发起所谓“光复上水”游行，但游行
最后演变成暴力冲突。激进分子肆意
拆除附近铁栏，堵塞主要干道，以雨
伞、铁棍等围殴警员，还有警员被疑似
有毒刺激性粉末及腐蚀性液体袭击，

事件中至少有16名警员受伤。有路
过的无辜市民被指拍摄激进分子容
貌，遭到拳打脚踢。区内大量店铺落
闸停业，生意大受影响。入夜后，激进
分子转往区内商铺捣乱，把药妆店门
口的货物扔向店内，还有店铺招牌被
拆毁。其后警方依法展开清场行动。

7月14日，激进分子在沙田再次
使出“先游行，后占领”的伎俩，暴力
袭警，行径极其恶劣。激进分子不仅
拆下附近栏杆，筑成三角形的“铁栏
阵”作路障，还用削尖的竹枝作武器；
还有激进分子从高空向地面的警员
投掷砖头、雨伞等杂物。在沙田新城
市广场，激进分子与警方发生激烈冲
突。一名便衣警员在电梯上被暴徒

踢倒，滚落到地面，其后激进分子一
拥而上，围殴警员，并从商场高层向
增援警察扔杂物；在新城市广场另一
位置，有暴徒用雨伞袭击多名警员；
还有十多名防暴警察被激进分子包
围，被拳打脚踢……事件中，至少有
十名警察受伤，有的被硬物击中倒地
昏迷，有的面部及眼部骨裂，更有手
指被咬断，血肉模糊……

7月27日，在香港警方明确发出
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仍有部分人士
前往元朗地区，举行非法游行集会并
闹事。少数激进分子违法堵路，阻塞
交通；围困警车，打烂车窗，以侮辱字
句涂污车身。为避免激进分子与村
民冲突，警方在各村口布防，有激进

分子以粗言挑衅辱骂警员，其后投掷
砖块、铁通等硬物，暴力冲击警方防
线，企图闯入村内捣乱。还有激进分
子包围元朗警署，报案室被迫暂停服
务。非法游行期间，有反对派议员到
场为暴力护航。

7月28日，激进分子以在中环举
行集会为名，进行非法游行，激进分
子在港岛中西区令港岛交通严重受
阻。在港岛西区，激进分子掘起路面
砖块、拆下街边铁栅栏、挪用垃圾桶
等设置路障，破坏附近路牌和灯柱，
在多处路面纵火，更自制“火焰车”冲
击警方防线。有人配备弓箭、燃烧弹
等高杀伤力武器，有人在小巷暗处以
弹弓向警员发射硬物，还有人从高处
投掷砖块、路牌等“空袭”警员，暴力
再次升级。

在一些别有用心人士的煽动
下，从6月开始的游行屡屡演变为
暴力冲突，其行动完全超出了和平
游行示威的范畴。激进分子有组
织袭击警察事件开始发生，警察总
部两度被包围，政府部门受到滋
扰，特区立法会大楼更遭到严重冲
击和大肆破坏。激进分子肆意破
坏法治，挑战特区管治权威。

6月9日，有示威者发起“反修
例”游行，10日凌晨激进分子意图冲
击特区立法会，并堵塞周边道路，袭
击警察。袭击者组织严密、分工明
确，有人在前排充当“攻击手”，有人
专责“布防”，有人担任通信员，传递

警方位置信息。激进分子叠高铁栅
栏推向警方防线，向警员投掷雨伞、
水瓶、铁枝等硬物，甚至有人企图抢
夺警员佩枪。事件导致8名警员受
伤。

6月12日，激进分子先是霸占金
钟一带街道非法集会，其后有组织地
冲击警方防线，更以砖头、自制铁矛
等武器袭警，造成22名警员受伤。
至深夜，激进分子仍集结在立法会一
带，更投掷自制燃烧弹。警方表现克
制，但有人不断冲击防线，警方迫不
得已使用适当武力驱散示威人群。

6月 21日，在特区政府已宣布
停止修订《逃犯条例》的情况下，激
进势力仍升级行动，包围警察总部，
有人向警总外墙投掷鸡蛋，有人涂
污外墙，有人用“水马”、铁栅栏堵塞
各出入口，大闸被铁链锁上，闭路电
视被胶带、雨伞等遮挡。向警员淋
油及使用激光射警员眼睛。有反对
派议员到现场助威。当日，还有激
进分子流窜至位于湾仔的税务大楼、
入境事务大楼，堵塞各出入口，阻碍
市民使用公共服务；其后前往政府合
署、高等法院大楼继续堵塞行动。据

记者现场观察，激进分子在湾仔、金
钟一带设置了多个物资站，派发头
盔、眼罩、盾牌、食物、水及医疗用品
等。

6月 26日，激进势力煽动示威
者第二次包围警察总部。铁马封
门、激光射眼、漆涂监控、涂写粗
口、高声喝骂，强拆公共木椅的木条
作武器，拆掉“香港警察总部”水牌
的部分字母和笔画。有反对派议员
再次到包围现场助威。除包围警总
外，网上还出现“起底”警务人员个
人资料的不法行为。

7 月 1 日，本该是香港各界人
士纪念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成立的喜庆日子，暴徒们先是集
结堵塞道路，冲击警方防线，向警
员投掷不明腐蚀性液体。在围堵
政府总部后，极端激进分子突然以
极为暴力的手段冲击特区立法会
大楼，用铁棍、铁箱车破坏大楼玻
璃外墙，用带有毒性的化学粉末攻
击警察。他们强行闯入特区立法
会大楼，在里面大肆破坏，损毁庄
严的议事厅和特区区徽，在主席台
上公然撕毁基本法，展示象征“港
独”的龙狮旗，更煽动成立所谓

“临时政府”。

自6月以来，香港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势力借和平游行集会之名，进行各种激进抗争活动。虽然特区政府已多次表示修订《逃犯条例》工
作已彻底停止，但他们继续以“反修例”为幌子，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暴力行为不断升级，社会波及面越来越广。这些人肆意践踏法治，恶
意破坏社会秩序，搞得香港乌烟瘴气、动荡不安。一些人甚至公然鼓吹“港独”，喊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包围和冲击中央政府驻
港机构，肆意侮辱国旗、国徽和区徽，公然挑战国家主权和“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其气焰之嚣张、行径之恶劣，令人发指。

修例风波中暴力乱港实录

包围警总，冲击立法会，肆意挑战管治权威

多区捣乱，制造事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冲击中联办，公然辱国，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四处滋扰，暴力升级，将香港推入危险边缘

文在寅说愿与日本携手
走对话合作道路

8月14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媒体
记者拍摄投入使用的新型地铁列车。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在美国马萨诸
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工厂生产的首批新型地铁车辆
14日在波士顿市正式载客运营。 新华社发

中车在美生产首批地铁车辆
正式载客运营

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军队
在克什米尔实控线附近交火

新华社伊斯兰堡8月15日电（记者刘天）巴
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5日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说，
印度军队当天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向巴方
一侧开火，打死3名巴基斯坦士兵。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说，巴军随后进行了有
效反击，至少打死5名印军士兵、打伤多人，并摧
毁数个印军地堡。双方零星交火仍在继续。

另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军方证实印巴当天
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发生交火，印度军方
指责巴基斯坦违反停火协议，称印方进行反击，但
否认有5名士兵在交火中阵亡。

巴印双方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时常发
生交火。本月5日，印度政府宣布废除当前执行的宪
法第370条，取消此前宪法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
的特殊地位。巴基斯坦随即对此表示反对，并因此
决定降低与印度的外交关系级别，中断双边贸易。

8月14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警察
将围观者驱离枪击案现场。

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14日发生枪击
案，费城警方说已造成数名警察受伤。费城警方在
社交媒体上说，有一名或数名身份不明的枪手在费
城北部一个社区向警察射击，大量警力已赶到现
场。警方要求市民回避案发区域。 新华社/美联

美国费城发生枪击案
数名警察受伤

8月15日，在俄罗斯莫斯科附近的拉缅斯科
耶，俄乌拉尔航空公司一架客机迫降在农田内。

据塔斯社15日报道，乌拉尔航空公司一架空
客A321客机当天清晨起飞后不久在俄罗斯首都
莫斯科郊区实施硬着陆。目前，事故已造成23人
受伤。 新华社/路透

俄一架客机发生硬着陆事故
造成23人受伤

遏止暴力乱象才能挽救香港营商环境

告急！告急！不断升级的街头
暴力乱象正毁掉香港！丧心病狂的
暴行让香港陷入巨大不安的人为风
暴。作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
之一，香港正被急速拖向危险的深
渊，一直备受赞誉的优越营商环境正
被恶意破坏。

激进暴力分子在短短两个月时
间里重创香港。过去一周，各种恶意
破坏行动在香港各区升级蔓延。暴

力示威者堵塞铁路、围堵过海隧道、
攻击警署、用汽油弹袭击警员，最近
几天连续滋扰香港国际机场，造成航
班大面积取消、旅客大量滞留，甚至
围殴旅客和记者。愈加猖獗的暴行
令人发指，让这座原本以安全、友善
环境深受全球游客喜爱和商务人士
认可的城市，变得让人担忧、痛惜。

激进示威者的危险行径已突破
法律底线，构成暴力犯罪，并开始出
现恐怖主义苗头，严重践踏香港法治
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香港市民和来

港旅客的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冲击香
港繁荣稳定和经济发展，严重损毁香
港的国际形象。已有国际评级机构
预警，持续的暴力事件使香港经济活
动无法正常进行，香港的评级将受到
影响。香港三个旅游业工会的调查
显示，近两个月来，旅游业者平均收
入跌幅近八成，逾一成收入为零；零
售业亦受到重伤，闹市区商场零售额
和铺位租金齐齐下跌。香港有“魅力
之都”“购物天堂”的美誉，七八月本
是旅游旺季，如今惨变“寒冬”。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香港生存发
展的重要命脉，过去 10 年香港在世
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
一直处于全球前列。良好的法治、
便捷的交通、便利的金融、高效的公
共服务、国际化的人才等等，都是香
港引以为傲的资本。香港能够吸引
世界各地的投资和游客，一个重要
原因就在于对良好营商环境孜孜不
倦的打造。营商环境对于香港的重
要性，好比空气、水对于人一样。
持续不断的暴力乱象正毒杀香港

的营商环境，侵蚀国际对香港的信
心，再不强力遏止，对香港发展的伤
害将是致命的。

抢救！抢救！几代香港同胞
努力打拼创造的繁荣香港，绝不能
被少数暴力分子葬送掉。多少年
苦心经营、悉心维护的魅力香港，
绝 不 能 被 毫 无 良 知 的 暴 乱 者 拆
毁。止暴制乱，是挽救香港的当务
之急，绝不能让这个风采卓然的活
力之都被暴虐吞噬！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15日，在韩国忠清南道天安市，韩国总
统文在寅发表演讲。

文在寅15日出席“光复节”74周年庆祝仪式
时表示，如果日本现在选择对话合作的道路，韩国
愿意与之携手，共同打造倡导公平贸易与合作的
东亚。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