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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 7月1日，香港特
别行政区一些极端激进分子借口反对特
区政府有关条例修订，以极为暴力的方
式冲击立法会大楼，肆意损坏立法会设
施，引发海外华侨华人的强烈谴责。海
外华侨华人纷纷表示，这是严重违法行
为，是对“一国两制”底线的公然挑战，坚
决支持依法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俊
晓表示，海外侨胞对极端激进分子的行
为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慨，并予以强烈谴
责。极端激进分子打着所谓民主自由的
幌子，肆意践踏香港法治，严重破坏香
港社会秩序。王俊晓说，这是一次有组
织、有预谋的暴力活动，海外侨胞坚决
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此所采取的措施，
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行职责，坚决
支持相关机构依法追究参与此次暴力活
动的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

英国伦敦华埠商会主席邓柱廷说，
他对暴力事件感到十分痛心，这些暴徒
大肆破坏香港特区立法会、到处阻塞交
通、辱骂香港警察、破坏香港治安及法
律的行为人神共愤。邓柱廷表示，华埠
商会将全力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全力支
持香港警察依法采取行动，让暴徒受到
法律的制裁。

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任俐敏说，法
国华侨华人会、法国侨界坚决反对暴力
冲击香港特区立法会大楼这种违法行

为。他表示，社会稳定才能有发展，不
团结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法国华侨华人
会希望香港能保持繁荣安定，并坚决支
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行职责，尽快恢复社
会正常秩序。

美国旧金山中国统一促进会理事长
池洪湖表示，海外华侨华人对此次暴力
冲击香港特区立法会事件非常愤慨。香
港回归20多年来，一些外国势力在香港
不断煽动挑拨，制造矛盾和事端。那些
使用暴力挑战法律的人，目的是在香港
制造分裂与动乱，破坏“一国两制”。
我们相信中央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香港
特区政府，香港特区政府有能力处置好
这一事件，将违法犯罪者绳之以法。海
外华侨华人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维护“一国两制”。

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王典奇说，“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
立”，我们强烈谴责极端激进分子的暴力
行径，并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严惩触
犯法律的害群之马。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特别是在目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下，
我们华侨华人更要团结一致，坚定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维护香港人利益的努力。

埃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建
南说，在埃华侨华人对香港发生的暴力
冲击立法会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同时也
对香港特区政府依法追究暴力犯罪者责
任表示强烈支持。同时，我们对某些外

国势力、特别是部分西方国家恶意煽动
极端激进分子情绪的做法表示强烈抗
议。我们反对部分西方国家采用“双重
标准”评论香港事件。我们相信香港同
胞在“一国两制”方针下会有更加美好
的未来，香港同胞始终有内地同胞、海
外华侨的支持，也能够始终同自己的祖
国站在一起。

阿根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罗
超西说，香港发生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
的消息传来，在阿华侨华人极为愤慨，
对这些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害群之马予
以强烈谴责并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
行职责、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暴力犯罪者
刑事责任。

西班牙欧华传媒社长、总编辑陶辛
夷说，在西班牙华侨华人对香港发生暴
力冲击立法会事件感到震惊、痛心，对
这种严重违法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她
说：“事件发生后，我们看到美国、英
国、欧盟等方面就此事件发表了一系列
片面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言论，这是粗
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香港是中
国的香港，轮不到某些国家来指手画
脚，妄加论断。”

卡塔尔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荣誉委
员祁子涵说，香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恶
意冲击立法会，这是对香港人民福祉的
蓄意损害，是对“一国两制”底线的严
重挑战，海湾华侨华人对此无比愤慨，

强烈希望特区政府依法维护香港公共秩
序，保护香港人民利益。

肯尼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
祁傅莹说，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
切实贯彻落实，香港特区继续保持繁荣
稳定。日前发生的暴力事件是有预谋、
有组织、有计划的，目的是动摇香港法
治，摧毁香港经济繁荣稳定。

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会长王海军
表示，暴力分子制造事端，煽动不明真
相的民众，破坏香港稳定繁荣局面。这
样明目张胆暴力犯罪的行为必须依法严
肃处理处治，希望有关当局在全力制止
暴力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坚定信心、坚
决执行。

俄罗斯圣彼得堡华人华侨联合会副
会长乔祥鹏说，作为海外华人，强烈谴
责暴力冲击立法会行为，这种违法行为
严重破坏香港法治、损害香港同胞的根
本利益，是对“一国两制”底线的挑战。海
外华侨华人支持香港警方依法惩处暴力
犯罪者，还香港和平稳定繁荣社会秩序。

泰国工商总会副主席陈亨达说，世
界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会允许这种
无法无天的暴徒行径。我们坚定支持特
区政府依法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责
任，保障市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特区政
府与民众应该和衷共济，上下一心，重
建有秩序、文明理性的社会。

中国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
作机制——“债券通”日前迎来开闸运行
两周年。随着国际投资者数量破千、交易
量再创新高，“债券通”正推动中国债券
市场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

内地、香港与海外金融机构翘楚近日
在香港交易所聚集，庆祝“债券通”开通
两周年之余，也探讨中国债券的未来发展
之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副总裁、债券
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翠微表示，“债券
通”实施两年来，不仅为中国金融市场对
外开放提供中西兼容的创新方案，也为推
动金融市场开放发展注入新活力。

过去一年中，“债券通”的投资者快
速增长，截至 6 月末，进入机构已达到
1038家，较去年增长逾 3倍；市场交投日
趋活跃，日均交易量由 2018 年的 37 亿元

（人民币，下同） 升至今年的超过 60 亿
元。全球前 100家资产管理公司中已有 58
家成功进入银行间市场来投资。

张翠微表示，两年间，通过“债券
通”投资渠道累计达成交易近 2 万亿元，
境外机构持有中国债券的数量已由两年前
的0.8万亿元上升至1.9万亿元。

香港交易所主席史美伦表示，“债券
通”极大地提高了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债
券市场的可操作性，并帮助推动中国债券
纳入主流的国际债券指数。

2019年 4月，彭博正式将中国国债和
政策性银行债纳入其全球综合指数。史美
伦相信，未来将有更多国家的主流债券指
数纳入中国债市，如英国的富时指数及美

国的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
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刘怡翔认为，参考其他国家经验，债券市
场被纳入国际债券指数或者在指数中的权
重上调后，境外投资者的投资规模都出现
明显增长。

刘怡翔表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爆发以来，海外投资者从主动投资转向以
交易所买卖基金为代表的被动投资趋势非
常明显。有数据显示，全球指数化管理的
固定收益产品规模在今年年中将达到 3.6
万亿美元，而追踪三大国际债券指数的资
产管理规模或接近3.2万亿美元。

提及“债券通”下一步的发展，中国人民
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巡视员高飞表示，央行将
继续完善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制度。

“我们将推动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富时
罗素、摩根大通等国际主要指数供应商
的旗舰指数。”高飞透露，未来还将鼓励
推出更多债券指数公募基金，并支持债
券中央存管机构的互联互通；促进本地
托管行与全球托管行加强合作，改造债
券回购交易机制，支持国际评级机构开
展评级业务。高飞表示，央行还将在

“债券通”相关交易和配套制度方面做出
进一步安排。

海外华侨华人谴责暴力冲击香港特区立法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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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交易量超过60亿元人民币

“债券通”开通两年来国际投资倍增
阮 晓 刘辰瑶

日均交易量超过60亿元人民币

“债券通”开通两年来国际投资倍增
阮 晓 刘辰瑶

本报上海7月4日电（记者姜泓冰） 以“创新、
合作、未来”为主题的“2019上海台北城市论坛”4
日在上海举行。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自2010年以来在上海市和
台北市之间轮流举行，是两市之间重要的机制化交
流平台，也称为“双城论坛”。通过以往历次论坛，
两市之间已签署 30 多项合作备忘录，取得丰硕成
果。今年的论坛又有新突破，现场新签交流合作备
忘录包括 《上海市与台北市智慧城市交流合作备忘
录》《上海市青浦区与台北市万华区交流合作备忘
录》《上海台北电子竞技运动交流合作备忘录》。

“两市交流，十年有成。”上海市市长应勇在开
幕式上致辞时说，通过“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两市
开展真诚交流，互相借鉴，共同进步，为两地民众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应勇表示，上海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
理念，逐步为台湾同胞在上海学习、创业、就业、
生活提供与上海市民同等待遇，进一步促进沪台经
济文化交流合作。上海将继续支持台企参加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支持台商来沪投资兴业，设立总
部、金融机构、营运中心等，共享上海发展机遇。
上海将继续支持台湾青年来沪创新、创业、就业，
与上海青年一道，实现美好的人生发展。上海将继
续推动沪台加强文化、体育、卫生、科技等领域合
作，更好地造福两地民众。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在致辞中提到，“双城论坛”
举办 10 年来，签署的 30 多项合作备忘录内容广泛，
涵盖教育、文化、体育、旅游、医疗、卫生、老年
照护等各行业和领域，成果显著。

他还说，和平发展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期望，举办
“双城论坛”的初衷就是希望两市通过交流来增加善
意，让两岸关系向正面发展，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
念。他期盼“双城论坛”能成为两岸交流的典范模式。

论坛上，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上海市政协副
主席周汉民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论坛期间还设立
了“医学科技发展”“生物科技产业交流”“青创与
智慧城市”“文化”等4个分论坛，为两市民间交流
创造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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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港学子在歌声中共话两地情

“2019粤港澳大湾区艺术
精品巡演”近日在广东艺术剧
院上演，拉开了首届粤港澳大
湾区文化艺术节的序幕。

图为演员在表演舞剧
《沙湾往事》。

许建梅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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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融合、创新、共享、发展”为主题

粤港澳大湾区构建教育联盟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2周年，展现近年来港深两地书画家交流的成果与作品，由
香港、深圳两地10位书画名家参展的“彩颜绘新天——港深名家联展”近日在香港大
会堂开幕。图为观众在观看展览。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港深十名家 彩颜绘新天

据新华社南京 7月 4日电 （记者刘巍
巍） 激情澎湃的民乐 《男儿当自强》《武
术》，乡情依依的合唱《大海啊故乡》《城南
送别》，恢宏大气的交响乐 《卡门》《东方
红》……苏州市立达中学校与香港培侨书院
日前在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联袂举行音乐汇
报演出，以音乐为桥梁，携手共话两地情。

来自培侨书院的小坤今年中四 （高中
一年级），担任学校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她
告诉记者，苏港两地师生在音乐交流中拉
近彼此距离，自己计划在演出结束后去逛
逛苏州博物馆，了解更多传统文化。

“来苏州的初心就是以音乐作为沟通桥
梁，期待和内地同龄人的文化交流。”在乐团
中演奏单簧管的培侨书院四年级学生庄淞博
说。培侨书院副校长王惠成表示，书院一直在
为学生与内地交流搭建平台。除音乐会外，今
年学校还组织初一学生赴上海东方绿洲军训，
初二学生赴南沙农耕基地学习，初三学生赴杭
州参观高科技企业，高一学生则去了北京……

苏州市立达中学校副校长黄彩霞表
示，两所学校均以音乐特色教育见长，希
望借此契机，让学生们通过音乐会这个沟
通平台加深彼此了解。

本报广州电（记者罗艾桦） 由教育部学校规划
建设发展中心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
研讨会”近日在广州市番禺区举办。

研讨会以“融合、创新、共享、发展”为主
题，旨在搭建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和人才交流合作的
平台，进而加快构建大湾区教育“同心圆”，打造
大湾区教育合作“共同体”，促进教育朝着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方向发展，助
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会人士还特别强调，未来
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积极推动三地学前教
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孕
育和培养三地青少年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人文精
神，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现场还举行了大湾区职业教育专业合作和实
践基地建设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姊妹学校 （幼儿
园） 缔结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协同发展联盟启
动仪式，来自粤港澳三地的 20 多所学校和幼儿园
现场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