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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部分激进示威者 7 月 21 日围堵香港中
联办大楼，公然挑战中央政府权威，触碰“一
国两制”原则底线，性质严重，影响恶劣，香
港各界纷纷予以强烈谴责，表示激进分子的暴
力行为严重违反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绝不
能容忍，必须追究到底、给予严惩。

中央权威不容挑战

香港特区立法会建制派议员22日发表联署
声明，强烈谴责和声讨激进示威者围堵中联
办、破坏设施、污损国徽、喷涂侮辱国家和民
族的字句等行径。声明指出，这是严重违反国
家宪法、侮辱国家及冒犯全国人民、背离基本
法及“一国两制”、破坏香港社会秩序的非法行
为，支持警方马上制止有关极端违法行为，果
断严肃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责任。

民建联、经民联、工联会等香港政团声明
指出，有关疯狂、肆意羞辱国家及渎犯民族的
卑劣行为不但严重违法，造成刑事破坏，更公然
挑战中央人民政府权威，其行为狂妄、愚蠢，害人
害己，损伤香港市民基本福祉和长远利益。声明
促请特区政府和警方严正执法，严惩暴力冲击人
员，绝不姑息，维护香港社会法治、安定和国家尊
严，让香港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香港法律专业人员协会、香港与内地法律
专业联合会声明表示，国徽是国家和国家主权
的象征，代表国家尊严、统一及领土完整。每
个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徽。污损
国徽，挑战中央权威，明显触犯香港 《国旗及
国徽条例》，属严重刑事罪行，呼吁警方严肃跟
进，尽快将暴徒捉拿归案，绳之于法。

港区全体全国人大代表发表声明说，全体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以最愤怒、最严正的言辞，
强烈谴责部分激进示威者的卑劣行径，要求警

方马上采取果断、快速及必要的行动制止暴
力，呼吁热爱和平、关爱香港的市民团结起
来，强烈谴责并抵制暴力示威者及其违法行为。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声明指出，激进示威
者漠视法纪的行为，绝对不能姑息和容忍。一连
串暴力行为对下一代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此风
绝不可长。呼吁社会各界珍惜来之不易的繁荣稳
定，支持特区政府严正执法，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香港高等教育评议会声明表示，“一国两
制”是香港繁荣稳定基石，必须坚决维护“一
国两制”，维护香港的法治精神和体系，支持特
区政府和警队依法严惩违法暴力行为，维护香
港的社会稳定，绝不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
全、挑战中央管治和基本法权威的行为出现。

香港中华厂商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声明表
示，香港是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但近期的示威
活动每每涉及暴力并不断升级，挑战法治底线甚
至国家主权，令人非常不安及担忧。暴力事件已
对营商环境及社会安宁造成极大威胁，希望警方
严肃跟进，依法严惩使用暴力违法分子，呼吁社
会各界坚守和平理性原则，停止一切破坏社会秩
序的违法冲击行为，守护香港法治精神。

挑战底线必须严惩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22日表示，围堵和
冲击中央驻港机构、涂污国徽的暴行令人感到
非常痛心和愤怒。每位爱护香港的市民，必须
站出来支持特区政府和警队捍卫法治，采取果
断必要的执法行动遏制暴力蔓延，恢复和谐稳
定的社会秩序，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连续在社交网站发
出4篇帖文予以强烈谴责，帖文指出，“这些败
类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历史的唾弃。”他呼
吁：“国徽蒙污，我请大家在线上线下全力声

讨，我们要让全国人民知道：香港人并不姑息
这些数典忘祖、丧心病狂的暴徒！”

全国政协委员、律师黄英豪引述条例指
出，任何人公开及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
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徽，即属犯罪，一经
定罪，可处第五级罚款及监禁 3 年，相信执法
部门会将违法者绳之以法。

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会长巢国明认为，暴
力犯罪分子罪行令人发指，任何有良知、讲法治
的人都应义愤填膺、同仇敌忾，“有血性的中国人
都应该声讨暴徒的恶行，全力打击暴行”。

坚决维护“一国两制”

《东方日报》社论指出，激进示威者暴力行
为再次升级，以香港中联办为目标发起冲击，
重重包围，大肆喷上侮辱字句，狼子野心昭然
若揭，属丧心病狂无法无天。

《星岛日报》社论强调，香港作为中国的特
别行政区，其地位和繁荣稳定都建基于“一国
两制”之上，挑战“一国两制”，让香港社会经
济出现动荡，后果严重。香港市民对这种冲击
中央驻港机构的激烈行为也不会同意。

《大公报》以“中央权威不容挑战严惩暴徒绝
不手软”为题发表社评。社评强调，全体香港同胞
必须保持最大的团结，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坚定支持警方依法严惩暴徒，坚定维护国家
主权与安全，坚定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香港商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部分激
进示威者不断升级暴力，并视为理所当然，令
违法暴力的歪风邪气蔓延，让香港引以自豪的
法治基石受到侵蚀，若不遏止，后果不堪设
想。法治是香港的生命线，必须好好守护和坚
决捍卫，香港绝不能容忍暴力分子破坏法治。

（本报香港7月22日电）

香港各界一致谴责激进示威者围堵香港中联办

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绝不容忍！
本报记者 张庆波

第八届香港主题电影展“师徒
传承·前辈后生”，近日在北京当代
MOMA 百老汇电影中心揭幕。本
届影展将播放 12 部电影，包括开
幕电影 《沦落人》 以及 《新独臂
刀》《一念无明》《逆流大叔》等。

该影展由香港特区政府驻北京
办事处与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携手
呈献，主题围绕香港电影业界由来
已久的师傅、徒弟传承文化，精选
香港影坛多组优秀师徒导演、编
导、摄影师及配乐作曲家在不同年
代的电影作品，在全国 16 个城市
展映，向内地观众推广香港电影文
化，并促进香港与内地电影业界的
互动。

香港驻京办署理主任林雅雯在
开幕致辞中说，不少香港电影人都
由“师徒传承”孕育出来，而香港
电影人对艺术的热情和宝贵经验也
借以代代延续。今年4月，内地有
关部门出台5项措施，便利香港电
影及电影从业员进入内地巿场，这
是自《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及相

关补充协议实施以来，内地再次为
香港电影业界提供的进一步开放措
施。她鼓励业界把握机遇，继续推
动两地电影业共同发展，为广大观
众提供更多优秀作品。

今年是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成
立 10 周年。影展从香港电影人师
徒传承和前辈后生的联结出发，通
过展映他们的精选作品，在聚焦银
幕上香港电影风格与流派接力传承
的同时，用群体凝聚的传统文化视
角，解析香港电影历久弥新的魅
力。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总监徐匡
慈在开幕式上说，感谢香港电影人
为内地民众带来香港电影文化。

影展片单令影迷大饱眼福：张
彻导演的 《新独臂刀》；吴宇森导
演、纪念张彻从影 40 周年纪念作
品 《义胆群英》；融合王福龄、陈
勋 奇 师 徒 配 乐 作 品 的 《天 下 无
双》；香港青年导演黄进的口碑佳
作 《一念无明》；今年最受关注的
港产新片 《逆流大叔》；为纪念去
年辞世的林岭东导演而特别展映的
经典作品《龙虎风云》以及林岭东

曾提携和合作的知名导演郑保瑞所
执导的类型佳片《意外》。

除开幕式活动和影片联映外，
影展北京站活动看点颇多。《逆流
大叔》 放映后举办的“薪火相传·
新生未来”主题论坛，由多位香港
知名导演监制担任嘉宾，围绕香港
电影的“师徒传承”制度与精神、
产业该如何为青年导演创作助力、
近年来香港影坛的新生力量崛起等

议题进行探讨。
丰富的活动也延续到影厅之

外，主办方精心为影迷观众准备了
“台词猜电影”的地贴小游戏，让
人在步入影厅前后，都能沉浸在香
港电影世界之中。

影展北京站活动从7月18日持
续至 8月 4日。其后，影展将分别在
济南、天津、重庆、无锡、沈阳、杭州
等城市进行，至12月底结束。

据新华社南宁7月22日电（记
者查文晔、农冠斌） 2019“海峡两
岸记者广西行”联合采访活动22日
在南宁启动。来自两岸及香港31家
媒体的40余名记者，将赴南宁、河
池、防城港、钦州等地展开为期约
一周的采访。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
处书记季星星在见面会上表示，此次
活动中，两岸及香港记者将了解广西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情况与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体验广西独具特色的历
史、人文、风情、民俗、饮食等。希望各
位记者多看、多采访、多报道，在广西
留下美好的回忆。

南宁市市长周红波致辞说，“海
峡两岸记者广西行”联合采访是海
峡两岸新闻交流合作的一件盛事，
也是邕台进一步深化了解，增进共

识，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
面交流合作的一次良好契机。相信
通过此次联合采访，将进一步增进
两岸的沟通与了解，推动邕台交流
走向新高度。

此次活动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
公室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组
织。参与采访的大陆媒体包括新华
社、人民日报、中央广电总台、中
新社、东南卫视、厦门卫视等，台
湾媒体包括中国时报、旺报、联合
报、东森新闻云、中天电视、《远
见》杂志等。

据介绍，采访团此行将前往南
宁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河
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东兴口岸及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等地采访，还将
走访在广西发展的台资企业、采访
在广西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

“海峡两岸记者广西行”在邕启动

推广电影文化促进业界互动

香 港 主 题 电 影 展 亮 相 京 城
本报记者 张 盼

本报温州电（黄澍） 近日，第
二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创意设
计研习营活动在温州举行，两岸青
年及嘉宾共计 200 多人参加活动。
活动以“携手共创美好未来”为主
题，旨在为两岸青年交流搭建新平
台，帮扶台湾青年在温就业创业。

本次活动包含多个环节，其中
人才对接会设有国有企事业单位、
高校、民营企业等招聘摊位 35 个，
青创孵化基地摊位12个，推出优质
岗位 300 个，为台湾青年提供就业
机会。在创享沙龙现场，青年台商
代表、台湾实习学生代表发表主题
演讲，讲述在温创业就业的心路历

程和经验体会。两岸青年畅所欲
言，在互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火
花。同时，台湾青年还到部分县市
参访台青创业项目，实地体验在温
创业、就业、实习的服务环境。

近年来，温州共邀请近 4000 名
台湾青年来温联谊交流，1000多人
参加实习实践和创业就业，先后有
70 名台湾博士人才留温工作。温州
依托浙江·台湾合作周、青年活动季
等交流平台，不断吸引台青来温创业
就业，擦亮“筑梦温州”台青品牌，走
出一条支持台湾青年在温创业就业
的特色之路，正在成为“好亲、好近、
好暖心”的台胞“筑梦家园”。

两岸青年汇聚温州研讨创意设计

7月 20日，澳
门国际青年舞蹈节
在澳门举行巡游表
演，巡游队伍从大
三巴牌坊起步，穿
行澳门历史城区。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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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正是甜梨上市时节，在江苏省南京市，台商谢金龙通过引进台湾
技术培育栽种的 100 多亩棚架翠冠甜梨喜获丰收，口感甜脆很受消费者欢
迎。图为工人们正在采收名为翠冠的甜梨。 高晓平摄 （人民视觉）

台湾甜梨在南京喜获丰收

新华社香港7月22日电（记者
刘明洋） 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 22
日会见传媒时表示，昨晚部分激进示
威者围堵中联办大楼并公然辱国的
恶行，公然挑战宪法和基本法权威、
中央政府权威、国家主权安全的尊严
象征，予以最严厉谴责。中联办将一
如既往坚定履行中央政府赋予的职
责，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有效施政。

王志民表示，一段时间来，香
港发生了一些激烈的示威抗争，完
全超出了和平示威的范畴，公然挑
战香港的法治底线。昨晚部分激进
示威者围堵中联办大楼并公然辱国
的行径十分恶劣，性质严重，严重
损害香港的法治精神、香港市民的
根本福祉与利益，严重伤害了包括
700 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

的感情。坚信特区政府、警方及执
法机构一定会依法严惩，追究到底。

王志民指出，一段时间来收到
很多香港市民表达的担忧、愤慨，
相信香港社会各界绝不会认同这种
乱象继续下去。香港是 700 万同胞
的共同家园，为了这个共同家园，
一代一代香港人付出了很多，祖国
人民也给了很多支持，这种公然挑
战香港市民根本福祉的暴力行径，
不能再继续下去。

王志民表示，中联办将一如既
往地、坚定地履行中央政府赋予的
各项职责，依然坚定地支持特区政
府依法有效地施政，依然坚定地支
持特区警方和执法机构依法有效地
维护香港社会秩序、安宁，惩治不
法暴徒，还香港一片安宁。

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表示

辱国恶行公然挑战中央权威
中联办将坚定履责

新华社香港7月22日电 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2日强烈谴
责冲击香港中联办的暴力行为，并
表明特区政府必定严肃跟进，依法
追究。

林郑月娥22日下午在行政长官
办公室会见传媒时表示，对于 7 月
21 日游行后发生的连串暴力行为，
特区政府必须强烈谴责。她说，部
分激进的示威者，恶意包围、冲击
中联办大楼，以及污损国徽，公然
挑战国家主权，触碰“一国两制”

的底线，而且伤害民族感情，让全
城愤慨。

此外，林郑月娥也对元朗发生
的暴力行为予以强烈谴责，表明特
区政府同样会全力调查跟进，依法
追究。她说，香港是一个法治社
会，不容许任何暴力行为发生。

林郑月娥指出，暴力不能解决
问题，只会助长更多暴力，最终受
害的是香港社会和全体市民，她呼
吁社会各界和每一位市民，一起维
护法治，向暴力说不。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强烈谴责冲击中联办的暴行
特区政府必定严肃跟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