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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中方将对参与售台武器的
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记者马卓言）针对
美方拟向台湾出售武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1日
说，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包括
对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北京时间8月
21日，美国国防部正式通知国会，美方拟向台湾
出售总价约80亿美元的66架F-16先进战机及
相关设备和支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
议。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包
括对参与此次售台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必须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方维护自身主权、统一
和安全的决心坚定不移。”耿爽说，我们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
即撤销上述对台军售计划，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
军事联系。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必须完全
由美方承担。

台湾专家告诫民进党当局：

莫误判形势升级对抗
加剧台海紧张形势

新华社台北8月21日电（记者石龙洪 何自
力）多位台湾专家在21日于台北举办的“两岸好，
台湾才会更好”座谈会上指出，“以和为贵”应是台
湾未来的唯一选项，民进党当局莫误判形势，勿为
选举利益挑衅大陆、升级对抗，加剧台海紧张形势。

此次座谈会由台湾中国时报、旺报、旺台两岸
互信基金会合办，旨在邀请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
何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指
出，民进党上台执政后，两岸局势越来越紧张，擦
枪走火的可能性加大，这非台湾百姓之福。若想
要有安稳的未来，台湾必须和大陆保持稳定和谐
关系，“以和为贵”应是唯一选项。

他说，台湾问题攸关民族复兴，在领土和主权
问题上，大陆不可能做出任何退让。民进党当局
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与大陆处理好关系，是不可能
绕得过去的问题，只有朝着“和”的方向，才能维持
两岸和平稳定。

台北论坛基金会董事长苏起对当前的台海形
势表示忧虑。他说，民进党当局不断挑衅大陆，拿台
湾所有老百姓身家性命做赌注，“是非常愚蠢的”。

他分析，从美方智库、政府、退休官员等多方
释放的信息观察，美国人不愿意也不可能为了台
湾而战。台湾人应务实冷静思考，一旦开战，不要
幻想美国会救台湾。

前台湾“中央社”董事长陈国祥认为，民进党
当局不断操作“亲美反中”，将台海局势推向更危
险境地。政治人物应清晰认知外部环境，以台湾
安全和长期发展为重。他批评，岛内某些政党和
政治人物为了自身利益，漠视民众安危和利益，让
政治风险不断扩大。

台湾大陆地区高校学生协会理事长陈建仲指
出，民进党当局肆意挑战一中原则，导致两岸紧张
形势呈螺旋上升趋势。

他认为，过去的事实证明，各方接受一中原则
的情况下，台海可以保持和平稳定，两岸关系稳步
向前发展。回归“九二共识”，让两岸重回沟通对
话轨道，才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强降雨导致四川阿坝
8人死亡26人失联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8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区
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部
署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
费，确定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
价措施。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证照
分离”，破解“准入不准营”，这有利于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也是稳就业的有力措施。会议决定，
从12月1日起，在全国自贸试验区开
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对中

央层面设定的全部523项涉企经营许
可事项，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
一是取消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等
13项审批。二是将报关企业注册登
记等8项审批改为备案。三是对人力
资源服务许可等60项审批实行告知
承诺制。四是对其余442项审批采取
压减材料和时限、延长或取消有效期、
网上办理、取消现场核验等优化服务
措施。五是对上述涉企经营许可事项
全部纳入清单管理，向社会公开并定
期调整。为此，会议决定，在自贸试验
区暂时调整实施相关行政法规和国务
院决定；对涉及的法律，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授权国务院调整实施。会议强
调，“证照分离”改革要加大力度持续
推进，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进一步放
宽市场准入，推进便利化，并加强公正
监管、事中事后监管，寓管理于服务
中。成熟经验要及时向全国推开。

会议指出，以需求为导向发展养老
服务，是应对老龄化、提升老年人生活
质量的重要举措。一要依托社区发展
以居家为基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为老
年人提供助餐、助医、助行、助洁等便捷
服务。新建小区和老旧小区改造要把
养老服务作为重要配套。二要调动社
会力量发展适合老年人消费的旅游、养

生等服务。鼓励企业研发生产优质适
用的老年用品。大规模培养养老院长、
护理员、社工等。三要支持发展商业
养老保险，建立保险、福利和救助相衔
接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加大对经济
困难高龄、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补
贴。四要加强养老产品和服务质量监
测，严肃查处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行为。

会议指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猪
肉供应，事关“三农”发展、群众生活和
物价稳定。会议确定，一是综合施策
恢复生猪生产。加快非洲猪瘟强制扑
杀补助发放，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对生
猪调出大县和养殖场（户）的支持，引

导有效增加生猪存栏量。将仔猪及冷
鲜猪肉运输纳入“绿色通道”政策范
围，降低物流成本。二是地方要立即
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
规定。对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内关停搬
迁的养殖场（户），要安排用地支持异
地重建。三是发展规模养殖，支持农
户养猪。取消生猪生产附属设施用地
15亩上限。四是加强动物防疫体系
建设，提升疫病防控能力。五是保障
猪肉供应。增加地方猪肉储备。各地
要适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确保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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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措施

据新华社成都8月21日电 记者从四川阿坝州
汶川“8·20”强降雨洪涝灾害前线指挥部获悉，截至
21日中午，强降雨灾害共造成阿坝州8人死亡，26
人失联，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阿坝州已将Ⅲ级
应急响应提升为Ⅱ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应急管理厅
向汶川县灾区紧急调拨救灾物资衣被4000床（件）。

这是8月20日在香港拍摄的撑警活动现场。
当日下午，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与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在香港警察总部举行慰问警察活动，

他们在现场打出标语，喊出口号，为警察打气。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
举行撑警活动

两个多月以来，香港非法游行示
威不断出现，暴力活动愈演愈烈，导
致香港文化生态严重受损，不少境内
外艺术活动被迫取消，公共艺术场地
关闭或暂停使用。香港文艺界人士、
团体纷纷发声谴责暴力，支持警方执
法，呼吁不法分子不要再伤害香港。

“谴责暴力！守护香港！”香港美
协发出声明表示，近期，香港社会连
续不断的暴力行为，早已超越文明社
会的底线，严重破坏法治精神。我们
强烈谴责暴力行为。

“艺团、经纪机构、相关行业都在
为暴力分子买单。”香港国际音乐节负
责人之一廖兵表示，因为出现暴力事
件，音乐节在今年8月停办，损失巨大。

据他介绍，原已有2000多人报名
赴港参加，现在被迫取消，真是痛心。
其他一些文化交流项目也因暴力事件
不断而被迫取消，蒙受巨大损失。

非法游行示威行为也让香港文化
艺术发展受阻。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
文化事务署公布，基于公众安全考虑，
其下辖的6个表演场地共10个节目在
7月中至8月上旬被取消。这些节目
的表演团体不仅包括香港本地民间团
体和中小艺术团，还包括外国艺术团。

在过去数个周末，由于多区出现
集会和游行，康文署提前关闭多个文
康场地及设施、图书馆，市民康体活
动大受影响。

一连串暴力行为造成社会不安，
更影响市民日常休闲娱乐。位于北角
的新光戏院附近曾成为激进示威者与
警察对峙的街头。新光戏院行政总裁
黎鉴锋表示，两个月以来的示威游行
和集会，让戏院取消了三天的演出。

香港话剧团顾问陈健彬表示，社
会不稳定影响经济，文化方面也不免
受牵连。演出取消或延期，对艺团和
观众都有一定的经济损失。他希望
近来的事件不会影响未来的跨境文
化交流，不想看到内地文化界对香港
产生误解，影响香港文化发展。

针对近期香港社会发生一连串
事件，特别是之前机场发生非法禁锢
和殴打内地游客和记者的暴力行为，
汪明荃、高志森、邝美云、王英伟、莫
华伦、林天行、姚珏、李锦贤、阮兆辉、
马逢国等16位著名资深文化人士共
同发声予以强烈谴责。他们指出，暴
力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导致更严重
的暴力及社会失序。希望社会各界
坚守香港社会核心价值，尊重法治，

开展理性对话，寻找发展出路。
香港影业协会发表声明表示，香

港正面临着持续动荡的严峻局势，我
们对愈演愈烈的暴力行为深感痛心和
忧心。香港市民始终都有表达政治诉
求的权利，但表达诉求不应跨越人性
和道德的底线、不应危及市民的生活
和社会的秩序、不应损害国家主权和
民族感情。香港社会再这样对立和
撕裂下去，必将荣光不再，万劫不复。

香港电影商协会、香港影业协
会、香港制片家协会也在报章刊登声
明称，坚决支持警队严正执法，止暴
制乱，恢复香港秩序，重建和谐社会。

陈嘉上、唐季礼、王晶、成龙、钟
镇涛、任达华、惠英红、邓萃雯、佘诗
曼等多名演艺界人士也频频发声表
态，谴责暴力行为，支持警方执法。
多名艺人纷纷表达“我是护旗手”“爱
祖国”“爱香港”心声，希望香港社会
尽快恢复和平与安定。

香港导演、香港电影金像奖董事
局前任主席陈嘉上对于机场暴力事
件评论称“不能容忍再发生了”。导
演唐季礼19日发微博表示支持“守
护香港 和谐社会”“反暴力！这是全
球华侨和海外同胞的愿望。爱国爱

港，中国香港！”
导演王晶在微博中指责激进示

威者的暴力行为，表示“香港是由我
们一步一血汗建立出来的，我们支持
警察，依法打击暴徒！”

成龙日前在微博转发“我是护旗
手”时表示，香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
情，真的是让很多人痛心和忧心。五
星红旗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香港是
我的出生地，也是我的家乡，中国是我
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家
乡，真的期待香港尽快能恢复安宁。

钟镇涛在17日“反暴力救香港”
大集会上发言说，香港是我们土生土
长的地方，没有人有权去破坏她。没
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我
希望大家支持中国，支持香港！”

周海媚日前在一段视频中表示：
“香港的局势牵动人心，无论如何香
港不能再乱下去了。我在香港出生、
成长、工作，中国是我的祖国，香港是
我的家。我爱中国，我爱我家。希望
香港尽快恢复安宁、平静、和谐。”

杨千嬅在微博上说：“我在香港
出生及长大，我爱这片土地，也热爱
我的祖国。我相信明天会更好。”

(据新华社香港8月21日电)

香港文化生态严重受损 文艺界齐声谴责暴力行为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

社会事件如持续会造成
失业率上升压力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21 日电
（记者方栋）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
长陈茂波21日表示，如果香港目前
的社会事件不能够早日停下来，会
造成失业率上升压力。失业率一旦
开始上升，会上升得很快。

数据显示，香港5月至7月经
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2.9%，较前
两月的2.8%微升。陈茂波表示，最
近的社会事件令旅游、零售、餐饮等
相关行业的失业率尤其受到影响。

“失业率如果要升，其实可以升
得很快，我们尽可能要采取措施避
免这些情况出现。”陈茂波说，受亚
洲金融风暴影响，香港的失业率曾
经从1997年底的2.2%飙升至1998
年底的5.9%。

谈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时，陈
茂波表示，香港拥有“一国两制”的
制度优势和法制优势，我们是中国
的一部分，是内地与国际接通的一
道大门。我们要用好及守护好。

“我们很努力希望在创科方面
有所发展，这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多
元化，也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更多优
质就业机会。”他说。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粗暴无理侵犯
记者正当采访权益行为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8月
21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简称中国记协）就8月20日下午
少数香港媒体记者肆意围堵、恶意
阻挠广东广播电视台香港记者站站
长陈晓前在香港警察总部新闻发布
会现场正常采访工作发表声明。

声明指出，对少数香港媒体记
者粗暴侵犯记者正当采访权益、横
加干涉其他媒体正常采访活动的无
理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对陈晓前记
者受到的不公遭遇表示深切慰问！

声明强调，新闻工作者享有广
泛、自由的人身权和充分、自由的采
访权。可是，少数香港记者肆意阻挠
其他媒体记者正常采访，对其他媒体
新闻工作者人身权和采访权恶意侵
害，是对新闻自由的粗暴践踏，也是
对民主法治制度的严重伤害。中华
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坚决支持新闻
工作者的正当采访活动，努力维护新
闻工作者合法权益，强烈呼吁香港有
关方面严肃纠正少数媒体记者违反
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操守、侵害其他
媒体记者正当权益的错误言行，营造
一个公平、公正、自由的新闻从业环境。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
伟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关注到
了近期美国一些国会议员重提涉
港法案问题，对香港的一些事务包括
对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香港警队严
格执法说三道四，这是对中国内政的
粗暴干涉，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
反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
香港基本法，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
行政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

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有香港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国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日前在一份
公开声明中指责香港特区政府拒绝
尊重法治和“一国两制”框架，并呼吁
美国国会推动讨论“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臧铁
伟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臧铁伟说，香港回归以来，“一国
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
到全面贯彻和落实，香港居民的各项

自由和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是任何
不带偏见的人士所公认的客观事
实。近期以来，香港一些违法犯罪的
暴力分子公然攻击打砸立法机构，暴
力袭警，肆意殴打无辜市民，这些行
为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严重的犯罪，
都将受到依法惩治。

他还表示，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和
警队依法捍卫法治和秩序的正义之
举，美国有些国会议员发表不负责任
的言论，一再抹黑和诋毁。请问如果

这些暴力行为发生在美国，美国的法
律、美国的警察会如何应对？这些议
员是否还要支持和纵容这些行为？
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是一个判
断是非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问题。
他们的目的不是真正关心香港人民
的福祉，而是破坏“一国两制”和香港
的繁荣稳定。我们严正要求美国国
会的有关议员停止支持、包庇暴力犯
罪分子，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
政，停止推动有关涉港议案，多做有

利于中美互信和合作的事情，任何妄
图破坏“一国两制”、破坏香港繁荣稳
定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在回答有关香港政治体制改革
的提问时，臧铁伟表示，当前，香港局
势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是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8·31”决定是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
香港事务的处理必须在宪法、香港基
本法和相关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在法
治的轨道上予以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议员干涉香港事务
外交部回应蓬佩奥言论：

没资格对他国谈守信承诺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有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1日说，中国
在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义务方面，有着很好的
信誉记录。美方没有资格对他国谈守信、承诺。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19日接受采访时称，中方曾在香港、南海、人
权等问题上作出过诸多承诺，我们必须达成一项
可验证、可执行的贸易协议，确保不会受到中国不
守信行为的影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国人一向讲究君子一言，驷马难
追。孔子两千多年前就教育我们要“言必信，行必
果”。这是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人的为人
处事之道。中国在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义务
方面，有着很好的信誉记录。

“倒是美国，动辄就违背承诺、推翻共识、践踏
规则，远的像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就不说了，近的美国刚刚退出《中导条约》，对
自己作出的事关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的重大承诺
说反悔就反悔，有何信誉可言。”耿爽说，一个频频

“变脸”“毁约”“退群”，动不动就掀桌子走人的国
家，根本没有资格对他国谈什么守信、谈什么承
诺、谈什么履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