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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随着媒体不断揭露，黎智
英、李柱铭、陈方安生、何俊仁等“祸港
四人帮”的劣迹恶行大白于天下。从香
港到内地再到海外，广大中华儿女对他
们的所作所为无不愤慨，纷纷痛斥他们
就是“当代汉奸”“民族败类”“英美走
狗”，就连一些西方媒体也谴责“暴力事
件被搬上了香港的舞台，成为某些人或
某些派别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

“这还是我认识的香港吗？”两个多
月来，香港社会持续动荡，种种违法暴力
活动令人震惊。是谁在祸港乱港？是谁
让“东方之珠”蒙尘？在此次香港修例风
波中，“祸港四人帮”上蹿下跳、肆意妄
为，演出了一幕幕“反中乱港”的丑剧。

黎智英出钱又出力，利用其掌控
的媒体制造恐慌、混淆是非，不遗余力
煽动违法犯罪行为；李柱铭公开抹黑
香港特区政府修例，蛊惑民众与特区
政府和警方进行暴力对抗，公然教唆
犯法；陈方安生利用前政府高官身份
鼓动现职公务员参与罢工示威，企图
瘫痪特区政府运作，炮制“年轻人别无
选择”的歪理邪说，美化激进分子的暴
行；何俊仁不断煽动暴力、诋毁警方，
推动暴力行径愈演愈烈；黎智英、李柱
铭、陈方安生等一个个飞往美国，与一
些美国政客暗通款曲，接受“洋大人”
的“犒赏”和指令……

大量事实表明，以“祸港四人帮”
为代表的一小撮人与西方反华势力
内外勾结、兴风作浪，妄图搞乱香港、
阻扰中国发展，他们是香港社会的

“乱源”，是香港之敌、国家之害！
“祸港四人帮”在修例风波中的丑

陋表演，是其拙劣品行、卑劣手段和政
治图谋的一次集中暴露，让世人进一步
看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长期以来，他
们数典忘祖、卖港求荣，毫无民族气节
和家国之念，甘当西方反华势力的忠实

“鹰犬”；他们权欲膨胀、利欲熏心，进行
政治投机，处心积虑地让年轻人当棋子
和炮灰，妄图毁掉香港前途和市民福祉
以逞一己之私，是用心险恶的“阴谋家”

“野心家”；他们满口“仁义道德”“民主法
治”，实际上却鼓吹违法、大收“黑金”、丑
闻缠身，是不折不扣的“两面派”。

青史昭昭，人心如镜。中华民族
向来是非分明、嫉恶如仇，对汉奸叛徒
等民族败类更是痛加鞭挞、毫不留
情。最近，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看清
了“祸港四人帮”等“反中乱港”分子
的丑恶嘴脸，发出了“反暴力、救香港”
的正义呼声。一切爱国爱港的人们都
站出来，敢于激浊扬清、扶正祛邪，“祸
港四人帮”之流必将无处遁形！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让“祸港四人帮”
无处遁形

■ 辛识平

新华社北京 8月 23日电 2019
年 8 月 15 日，美国政府宣布，对自
华进口的约 3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关税，分两批自 2019 年 9 月 1
日、12 月 15 日起实施。美方措施
导致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极大
损害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利
益，也严重威胁多边贸易体制和自

由贸易原则。
针对美方上述措施，中方被迫采

取反制措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
例》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5078个税

目、约 750 亿美元商品，加征 10%、
5%不等关税，分两批自2019年9月
1日12时01分、12月 15日 12时01
分起实施。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续开
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750
亿美元商品清单中，经审核确定的排
除商品，按排除办法，不加征我为反制

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未纳入前
两批可申请排除范围的商品，将纳入
第三批可申请排除的范围，接受申请
办法将另行公布。

中方采取加征关税措施，是应
对美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
被迫之举。中方再次重申，对于中
美两国，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

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希望中美
双方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
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以双方都能
接受的方式解决分歧，积极构建平
衡、包容、共赢的中美经贸新秩序，
共同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
体制，促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互
利共赢合作。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

对原产于美国的约75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为落实
中美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共识，2018
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发布公告，从2019年1月1日起，
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暂停
加征关税 3 个月。2019 年 3 月 31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
告，从2019年4月1日起，继续对原

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暂停加征
关税，暂停加征关税措施截止时间另
行通知。

2019年5月9日，美国政府宣布，
自2019年5月10日起，对从中国进
口的2000亿美元清单商品加征的关
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2019年
8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对从中国

进口的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
关税，分两批自2019年9月1日、12
月15日起实施。美方上述措施导致
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违背两国元
首阿根廷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

为捍卫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等法律法规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经国
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
定，自2019年12月15日12时01分
起，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恢
复加征25%、5%关税。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将继续
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

恢复加征关税的汽车及零部件商品，
将纳入第三批可申请排除的范围，接
受申请办法将另行公布。

中方希望，美方继续按照两国元
首阿根廷会晤共识和大阪会晤共识，
回到磋商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和中
方一道朝着终止经贸摩擦的目标做
出切实努力。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

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恢复加征关税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
温馨）针对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
袖麦康奈尔近日有关涉港言论，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23日表示，这种公然
煽动暴力对抗、堂而皇之干涉他国内
政、蓄意挑拨中国与他国关系的做法
令人无法接受。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近日在美国媒体上发表署
名文章《我们与香港在一起》，称发生
在香港的动荡是北京系统性压迫国
内人民以及在国际上寻求霸权的结
果。每一个民主国家都必须作出选
择：要么加入自由公平的国际体系，
要么追随压迫、监视人民的中国并成

为其附庸。你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美方有关政客对近期

香港发生的暴力违法事件非但没
有半点谴责，对自己国家插手香港
事务的错误行径非但没有半点反
思，反而批评指责香港特区政府依
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抹黑诋毁
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内外政策。“这

种公然煽动暴力对抗、堂而皇之干
涉他国内政、蓄意挑拨中国与他国
关系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

耿爽表示，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
过，“你可能在某个时刻欺骗所有人，
也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不
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

他说：“我把林肯总统这句话送

给某些人，希望他们听听林肯总统的
忠告，不要再信口雌黄地抹黑，居心
叵测地挑拨，煞有介事地恫吓。这么
做下去，违背的是中国人民的民意，
挑战的是世界人民的智商。”

耿爽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不得
插手，不得干预，不得胡作非为。

外交部驳斥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涉港言论

外交部驳美、加官员涉孟晚舟事件言论：

一唱一和、颠倒黑白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3日表示，美国、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上一唱一
和，颠倒黑白，上演的是一出政治闹剧。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22日，美国
务卿蓬佩奥在同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共见记者时称，
中方将孟晚舟和2名加公民被拘这两件事视作对
等的且在道义上相似的事，但中方是任意拘禁加公
民，而加方是以正派国家之道实施法治，两者根本
不是一回事。弗里兰称，孟晚舟引渡事宜是刑事司
法问题而非政治问题。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美国、加拿大在孟晚舟事件上一唱一和，颠
倒黑白，上演的是一出政治闹剧，再次证明这一事
件的政治属性。公理和正义自在人心。”耿爽说，美
方一手炮制孟晚舟事件并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
高科技企业，加方在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孟晚舟事件同2名加拿大公民个案性质完
全不同。孟晚舟事件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康
明凯、迈克尔系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被依法
逮捕。”耿爽说。

他指出，美、加在孟晚舟事件上所作所为才是
任意拘禁公民，两国滥用双边引渡条约，严重侵犯
中国公民合法权益，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国际社
会对此看得很清楚。各国对其做法都应警惕，防
止掉入“美国陷阱”。

“我们再次敦促加、美认真对待中方严正立
场，纠正错误，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确保她平安
回到中国。”耿爽说。

另有记者问：蓬佩奥在会见加总理特鲁多、外
长弗里兰时称，中方拘禁2名加公民是错误行为，
美方团队正努力帮助加公民获释。期望中方能信
守国际承诺。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耿爽表示，美方有关表态罔顾事实、颠倒黑
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是法治国家，中国司
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依法保障有关加公民合法
权利，不容任何外国置喙。加有关公民案件与美
国毫无关系，美方更没有任何资格对此说三道四。

“我们强烈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法治精神，
尊重中国司法主权，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
止在法律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耿爽说。

新华社万象8月23日电（记者章建华）在老
挝北部遭遇车祸受伤的20名中国游客23日下午
从老挝首都万象瓦岱国际机场乘机回国。

当天下午，20名受伤中国游客在中老两军医护
人员、志愿者的帮助下，登上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包机
回国。中国驻老挝大使姜再冬、老挝新闻文化旅游
部副部长温吞与中国外交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工
作组、江苏省及南京市工作组、中国军队“和平列车”
医疗队和老挝外交部代表前往送行并珍重话别。

8月19日，老挝北部古城琅勃拉邦外约40公
里处，载有40多名中国游客的旅游大巴发生严重
事故，致13人遇难、31人受伤，另有老挝司机和
导游受轻伤。截至记者发稿时，伤者中除2位轻
伤游客自行回国外，中老有关部门已安排24名伤
员回国，并将尽快安排剩余5名伤员回国。

老挝车祸受伤的
20名中国游客回国

8月23日，在老挝万象，中老两军医护人员
将受伤的中国游客送上飞机。 新华社发

新华社香港8月23日电（记者
周文其 郜婕）有网民煽动24日再
次滋扰香港国际机场。香港法庭23
日裁定，批准延长香港机管局此前
取得的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干
扰机场的正常使用。

本月13日，香港机管局取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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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禁制令原
定于23日到期。

香港机场管理局23日宣布，机
管局已获得延长临时禁制令，禁止
任何人非法及有意图地故意阻碍或
干扰香港国际机场的正常使用。违

反禁制令者可能被控藐视法庭。
机管局介绍，经修订后的临时

禁制令将维持现状，直至法庭审讯
或进一步颁令。任何人忽视遵守或
遵照临时禁制令，援助或煽动、协助
或教唆他人违反临时禁制令，可能
会被控以藐视法庭罪，并可能会处
以监禁或罚款。相关人士也可能被
强制遵守临时禁制令。

机管局表示，阻塞往来机场的
道路可能构成非法及有意图地故
意阻碍或干扰机场的正常使用的
行为。

临时禁制令也禁止任何人在机
场出席或参与任何示威、抗议或公

众活动，除非该活动严格遵照临时
禁制令的要求。

与此同时，在机场客运大楼实
施的进出管制安排将会继续，直至
另行通知。相关安排只容许持有
24小时内有效离港机票或登机证
及有效旅游证件的旅客，以及持有
相关证明文件的机场员工进入客
运大楼范围。在各个进出管制检
查站均有机管局员工及保安人员
协助真正的旅客及机场员工进入
客运大楼。

香港机管局表示，有网民煽动
示威者阻塞往来机场的交通，再次
妨碍机场运作。机管局强烈反对此

种破坏机场运作的企图和行动。
香港机管局表示，希望市民本

着热爱香港的心，拒绝参与或支持
任何妨碍机场正常运作和损害机场
国际形象的行动，令依靠机场的数
十万名航空、旅游、运输、物流及贸
易等行业从业人员能保住工作，不
至于失业。香港机管局也会继续与
机场同事共同努力，尽力维持机场
顺畅运作。

从本月9日开始，有示威者连
续多日在香港国际机场举行大规模
未经警方批准的公众集会。12日和
13日，示威者的滋扰活动严重阻碍
机场运作，导致航班大面积取消。

香港法庭批准延长临时禁制令 禁止干扰机场运作

新华社香港8月 23日电 （记
者郜婕 白瑜）针对有网民煽动示
威者阻塞往来机场的交通，再次妨
碍机场运作，香港警方23日重申，
机场临时禁制令已获延长，违令者
可能触犯藐视法庭罪，市民切勿以
身试法。

在当天的警方例行记者会上，
特区政府警务处东九龙总区高级警

司傅逸婷介绍，有人在网上号召他
人24日再次滋扰香港国际机场，意
图打乱机场正常的运作和交通。

傅逸婷说，警方必须重申，机场
管理局已于23日获法院延长临时
禁制令。这一禁制令没有时限，涵
盖范围包括整个机场岛。如果刻意
堵塞机场岛内或附近的道路，可能
触犯藐视法庭罪。任何人非法或意

图故意阻碍或干扰机场的正常使
用，或鼓吹、协助其他人作出违反临
时禁制令的行为，都可能触犯藐视
法庭罪。

警方预计24日机场附近交通
将严重阻塞，呼吁需经机场出行
的市民预留充裕时间，以免行程
受阻。

傅逸婷说，香港国际机场是重

要交通枢纽，阻塞机场道路、干扰机
场服务等行为必然对市民日常生活
造成很大影响。近两个月来，示威
活动在不同层面广泛影响市民生
活、日常活动和生计。不同社区团
体和居民都对这种牺牲他人权利和
自由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警方希
望市民尊重他人权利，遵守法庭命
令，切勿以身试法。

香港警方呼吁市民遵守机场临时禁制令 切勿以身试法

据新华社香港 8 月 23 日电
（记者周文 其）香港各界商会联
席会议、霍英东集团、香港陆路
交通运输业界等 23 日在多家报
章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任何违
法暴力行为，呼吁市民支持特区
政府及警队止暴制乱，促进社会
重回正轨。

香港各界商会联席会议在声明
中表示，支持警方严正执法，促进
社会恢复秩序，强烈谴责机场暴
力事件影响香港国际声誉。并呼
吁示威者理性地与政府沟通对
话，呼吁政府推出发展经济及民
生的措施。

霍英东集团发表声明强调，坚

决支持特区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
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
法；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
治的行动；支持恢复社会安宁，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

香港陆路交通运输业界在声
明中指出，游行示威及暴力活动令
道路被堵，导致客运及货运车辆无

路可走，司机收入锐减，生计大受
影响。希望示威者“停一停、想一
想”，只有让香港尽快恢复平静，重
回正轨，才能见到光明前途。

香港商界会计师协会、香港华
人会计师公会等发表联合声明，表
示支持止暴制乱，反对暴力，维护法
治，恢复秩序。

香港社会各界：

依法止暴制乱 促进社会重回正轨

安倍要求韩方信守承诺
恢复日韩信赖关系

据新华社东京8月23日电（记者姜俏梅）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23日表示，将继续敦促韩国信守
两国间承诺，恢复信赖关系。

当天在首相官邸回答记者关于韩国不再续签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问题时，安倍表示，日本一
贯根据东北亚安全保障环境，按照不能影响日美
韩合作的原则进行应对，今后将继续同美国加强
合作，确保地区和平稳定，守护日本安全。

日本外务省23日表示收到了韩国不再续签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通报。

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当天对韩国的决定
表示极为失望和遗憾。他同时表示，日韩和日
美韩合作依然重要，希望韩方重新考虑，作出
明智决定。

普京说俄准备对等回应
美试射导弹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23日电（记者栾海）俄罗
斯总统普京23日在莫斯科表示，鉴于美国本月18
日试射了射程超过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他责
成俄国防部、外交部和其他部门分析美方此举所带
来的威胁并采取详尽措施，为对等回应做好准备。

俄外交部此前表示，美国在部分地区部署陆
基版MK-41导弹垂直发射系统，该系统可发射
攻击型巡航导弹，部署这种发射系统是《中导条
约》所禁止的。普京解释说，俄不想卷入军备竞
赛，“在恢复信任、维护国际安全方面，俄罗斯仍对
美国敞开平等建设性对话的大门”。

新华社香港8月23日电（记者
郜婕 朱宇轩）港铁公司宣布于23
日晚获得香港高等法院颁布的临时
禁制令，该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
及有意图地故意阻碍或干扰整个铁
路网络的正常使用。

港铁在当晚发布的声明中表
示，鉴于近日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

恶意破坏车站设施，以粗言秽语辱
骂港铁人员，威胁职员以至其他乘
客的安全，港铁向法院申请了临时
禁制令。

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及
有意图地故意阻碍或干扰整个铁路
网络内的车站、列车以及高速铁路
西九龙总站的正常使用，损坏任何

财产或列车，使用任何威胁、辱骂、
淫亵或令人反感的语言，或故意干
扰车站内任何港铁人员。

临时禁制令有效期至2019年8
月30日。根据香港法律，违反禁制
令的个人可能触犯藐视法庭罪。

港铁公司表示，为应对将来发
生的示威活动，港铁将根据实际情

况，对车站和列车运作作出必要调
整。如发生打斗、破坏或其他暴力
行为，或出现高风险或紧急情况，来
往相关车站的列车服务可能会被实
时停止，而车站可能在短时间通知
或不作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关闭。
如有需要，警方可进入车站采取适
当的执法行动。

香港高院向港铁颁临时禁制令 禁止干扰铁路网络正常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