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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日报》报道，今年上半年
澳门入境旅客突破2000万人次，全
年很可能突破4000万人次。当地业
者分析，作为港珠澳大桥开通后的首
个暑期，今年七八月份的客量同比将
有两位数增长，酒店入住率逾九成。

面对旅游旺季的到来，澳门
从政府到业界都在努力提高旅游
接待能力和承载力，让游客赴澳
感到更舒心。

澳门地狭人稠、景点分布较为
集中，高峰时段易出现人满为患的
情况。为此，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
与阿里云合作构建智能旅游项目。
项目投入使用后，旅游局的“澳门
旅游数据+”平台会提供前一天的
入境旅客及各主要旅游景点客流
量的数据，同时于澳门旅游推广网
站及澳门旅游业界网站持续公布，以
方便旅客来澳前查询并妥善安排好
行程。

在大数据的助力下，赴澳游
客如今更注重错峰出行、探寻私
房景点。只需动动手指，游客们
就能通过智慧型手机了解澳门各
景点的分布情况、交通方式、周
围设施和人群密度。于是，越来
越多的游客开始游走澳门的大街
小巷，探访不同社区、景点，而
不仅仅是集中在地标性建筑大三

巴牌坊和博彩区域。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

长谭俊荣认为，开发新颖的旅游
产品及设施，是有效提升旅游承
载力的举措之一。当地旅游业已于
2018年开通“海上游”航线，旅游局
将继续支持和协助业界开办更丰
富的海上观光游。“同时，旅游局
正进行澳门大赛车博物馆的改建
工作，改建后馆内增设多项体验
式的设施，为市民和旅客带来全
新体验。随着各项新旅游景点和
设施投入服务，澳门将有更多游
览点，有助于分散旅客至不同地
区，从而促进各区的平衡发展。”

近年来，夜间旅游成为各地
发展的新型旅游模式。常赴澳门
的内地游客陈先生表示，澳门夜
间活动很少，晚饭后商铺基本已关
门，只有博彩场所仍在营业。假如
博彩场所内的店铺可延长营业至
午夜 12 时，增加特色文创小店，
那么可以吸引非博彩旅客逗留。

澳门居民李先生认为，夜间
活动除旅客参与外，也为居民提供
夜间消遣的选择。但夜市旅游应
注意带来的噪音、拥堵、卫生等问
题。业界人士表示，澳门可参考
香港、台湾等地的经验，在民居
较少的地方增设夜游、夜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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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激进示威者 7 月 21 日围堵中央政府驻
港联络办大楼，破坏设施、玷污国徽，并喷涂
侮辱国家、民族的字句，其恶劣行径引起香港
各界社会团体、人士和舆论的极大愤慨。几天
来各界持续发表声明和评论，强烈谴责非法暴
力行为，指出激进示威者的行径已经在公然践
踏“一国两制”原则，挑战国家主权。人们呼
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严肃追究涉事者的刑事
责任，维护香港的法治和稳定。

严惩暴徒 维护主权

香港不同界别的社会团体及人士纷纷表
示，侮辱国徽等同挑战国家主权，必须予以最
强烈谴责，并促请警方尽快拘捕暴徒。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与内地法律专业
联合会会长陈晓峰表示，涂污和侮辱国徽，明
显违反了香港 《国旗及国徽条例》 第 7 条，是
非常严重的刑事罪行。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理事长苏长荣斥责暴徒
围堵中联办大楼并涂污国徽，是对国家主权的
冲击，公然挑衅“一国两制”。他代表该会表明
支持政府及警方执法，将暴徒捉拿归案，并依
法惩处幕后策划者。

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会长李镜波
表示，中联办属中央政府在港设立的驻港机
构，具有宪制功能，但竟然有激进暴徒恶意包
围和冲击中联办大楼，涂污国徽，此举对特区
治安和“一国两制”构成严重威胁，社会绝不
能接受。

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
会、香港华侨华人总商会、香港友好协进会、
香港优才及专才协会、香港中医药界等也共同

发声，对企图动摇香港繁荣稳定根基的违法暴
力行为严厉谴责，并呼吁全港市民及社会各界
全力维护国家主权，坚决捍卫法治。

不再沉默 守护香港

中史教师会会长李伟雄批评激进示威者得
寸进尺，目无法纪，特区政府对此“零容忍”
才是上策。香港教师中心主席简加言表示，老
师必须紧守岗位，引导学生理性思考问题，并
劝喻学生不要参与违法活动。

香港全国青联委员协进会等多个青年团
体呼吁警方缉拿暴徒，还香港社会安宁与稳
定。香港青年联会发表声明说，法治是香港
赖以成功的基石，作为文明法治的国际大都
市，表达要求的方式应基于互相尊重及和平
理性，任何暴力违法行为都是践踏法治精神，
破坏香港现行宪政秩序及冲击“一国两制”，得
不到社会支持。

香港青年交流促进联会表示，对侮辱国家
民族的激进暴力分子发出最愤怒、最强烈的谴
责，暴徒的行为违背宪法，损害香港的根本及
长远利益，也损害国家民族尊严，冒犯了包括
740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

香港青年代表谢晓虹表示，部分激进示威
者的暴行已达无法无天的地步，香港市民绝不
容忍，更不会姑息。她呼吁各界青年和广大市
民不再沉默，要站出来坚定地守护“一国两
制”，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

肆无忌惮 必将落败

《星岛日报》社论表示，过去一个月，暴力

事件出现持续趋势，香港由“安全之城”变为
“暴力之城”，令人感到可悲、可怒、可忧；暴
力如瘟疫，如果失控，就会扩散恶化，侵害整
个社会。社论续说，警方必须对暴力行为坚
决执法，严厉制裁，遏止暴力浪潮，令法治
权 威 得 以 彰 显 ； 社 会 各 界 人 士 也 应 齐 声 谴
责，一起阻止任何暴力继续下去，让社会恢复
和平安定。

《大公报》刊发评论员文章表示，任何危害
国家安全、挑战中央权威和渗透破坏的活动，
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面对
底线被触碰，除了谴责与声讨，最重要的是执
法，严惩不法暴徒。其社评认为，如果不对极
端暴力行径进行遏止、不对肆无忌惮的暴徒作
出严惩，那么 740 余万香港市民所拥有的法治
与秩序、稳定与发展、前途和未来，都将化为
泡影。全体热爱香港的市民必须坚定地尊重法
治，维护“一国两制”，遏止一切暴力行为。

《香港商报》评论文章认为，激进暴力示威
者围堵中联办并蓄意涂污国徽的行为，是公然
挑战中央政府权威，践踏香港回归以来赖以成
功和繁荣的“一国两制”；这些行为伤害了全国
人民的感情，也是危险的挑衅举动。香港本是
一块福地，可是近日连串的暴力冲突已令这个
地方恍如战场。

《文汇报》社评表示，暴徒明目张胆闯进立
法会、冲击中联办，侮辱国徽，其行为必定如
违法“占中”一样，难逃落败的下场。社评续
说，香港作为法治文明社会，必须制止一切暴
力行为；广大市民应本着尊重法治的信念，支
持政府和警方依法除暴，从根本上恢复香港的
法治和稳定。

（本报香港7月24日电）

港人强烈谴责部分激进示威者暴行

绝不沉默姑息 必须依法严惩
本报记者 陈 然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张骁、
汪涌） 北京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和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 7 月 23
日为首批参与香港青年冬奥会实
习计划的香港高校青年举办结业仪
式，这标志着来自 9 所香港高校，
涵盖文学、法学、体育、传媒和工
商管理等专业的20名香港青年正式
结束在北京冬奥组委为期 6 周的实
习工作。

多名香港青年分享了自己的实
习感受。“我的实习经历非常充实。
不仅每天参与英文翻译工作，了解
奥运会知识管理 （OGKM） 业务，
还有幸成为北京冬奥组委展示中心
的首位粤语讲解员，成为同学心目
中的‘网红’。”在北京冬奥组委人
力资源部实习的香港恒生大学学生
卢颖茵说。

“第一次迈进北京冬奥组委首钢
办公区，我就被钢铁建筑的华丽变

身‘惊艳’到了。在北京冬奥组委
规划建设部老师的指导下，我详细
了解了首钢园区改造升级情况，作
为建筑设计专业学生，我认为这是
一部生动的教科书。”来自香港城市
大学的苏嘉敏说。

除深度参与北京冬奥会筹办工
作，20名香港高校青年还参与丰富
的周末活动——通过参观故宫、长
城、鸟巢，充分感受中华文明和北
京双奥之城的独特魅力；通过踏勘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延庆赛区
冬奥场馆建设现场，实地感受场馆
建设的绝妙设计和先进理念。

“举办这次实习活动，就是让香
港青年通过参与北京冬奥会筹办工
作，进一步开阔国际视野、培育爱
国情怀、增强工作本领，更好地与
祖国共奋进、与时代共发展。”北京
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副部长赵伯群
表示。

首批港青北京冬奥会实习结业首批港青北京冬奥会实习结业

本报台北7月24日电（记者吴
亚明、王尧） 24日，台湾天龙图书
公司与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在台北
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宣布，位于台
北、台中的 4 家天龙书店均将挂牌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连锁店，并使
用浙江新华的连锁店信息管理系统
对简体图书进行管理。

据介绍，消费者通过这套系统
可以查询到大陆几乎所有简体图书
新书信息，实时检索到60多万种在
库图书信息。后期，系统还可以链
接浙江新华的图书发行大数据平
台，根据读者购买行为、热点畅销
书分析，为天龙书店提供智慧采购
和精准营销等帮助，为台湾读者提
供更精准的购书服务。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邓小林在签约仪式上表示，

希望通过签约能实现标准化的合作
流程，与更多台湾图书和发行机构
加强合作，使台湾读者能够接触更
多、更好的简体图书，而部分台湾
繁体字书也可进入大陆市场。

台湾天龙文创出版事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沈荣裕表示，近年来台湾
图书市场总体销量下滑，但来自大
陆的简体图书销量表现良好。而
且，目前简体图书在台湾市场所占
份额还不是很高，未来仍有很大发
展空间。

据了解，浙江新华书店自 2009
年起就为台湾天龙书店供应简体图
书，并率先开设了博库网台湾天龙
分站。此后，双方在开设实体书店
连锁店、优化升级购书网站、加强
两岸出版文化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广
泛合作。

浙江新华书店“牵手”台湾天龙图书

推动简体字图书在台销售
浙江新华书店“牵手”台湾天龙图书

推动简体字图书在台销售

因反服贸一炮而红的“太阳花”学生
头子林飞帆，近日摇身变成了民进党副秘
书长。“太阳花”挡掉了两岸服贸协议和后
续的货贸协议，让台湾坐困愁城，却让林
飞帆等一干带头的政治学生占尽便宜，鸡
犬升天。沐猴可以冠戴，痞子偏能上位，
台湾政治的可笑可叹，尽在其中。

林飞帆刚一上任，就放出“反红色渗
透”等耸动言论，小丑嘴脸一览无余。此
人早年就跟陈为廷等学生头子合作，专向
蓝营公众人物扔鞋子、丢鸡蛋以搏出位。

“太阳花”之后，他成为活跃的政治人物，
常炮轰民进党不够“独”，不给年轻人机
会。事实证明，林飞帆这一套在台湾很吃
得开，民进党果然给了“年轻人”机会，
对他委以重任。

民进党长期深耕校园，拉拢学生，这
回启用林飞帆，既营造“重用年轻人”假
象，又可借他骗年轻选票，且林飞帆之流
腹黑牙利，撒泼骂人功夫了得，也可充当
打手，在民进党是一石三鸟。至于过去的
嘴仗小过节，自可先摆一旁了。

像林飞帆这样的“成功案例”真不
少。当年的“太阳花”头子，如今几乎都
发达了。如黄国昌、林昶佐创立“时代力
量”并当选“立委”；“太阳花”发言人黄
郁芬 2018 年当选台北市市议员；参与发动
占领“行政院”行动的黄守达，当选台中
市市议员。还有占领“立法院”的核心参
与者施彦廷，27 岁就当上了桃园市长办公
室副主任；“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发言人赖
品妤在林昶佐办公室工作；协助动员占领

“行政院”行动的张芷菱到“交通部”任
职；陈为廷与吴峥目前都担任议员助理；

“黑色岛国青年阵线”总召魏扬任职于“主
妇联盟基金会”……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不是被爆出从高
中到大学期间有一连串的“袭胸”性骚扰
纪录，陈为廷 2014 年底就不会退出苗栗县

“立委”补选，本来应该是众政治学生中跳
得最早最高的一个。而曾经被称为“太阳
花女王”的刘乔安，如果不是后来被爆出

“援交”，说不定也已攀上政治高枝了。
与这些学生头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当年那些也曾参与“太阳花”或并未参与
却“被代表”的学生们。据台媒报道，岛
内一份调查统计显示，当年走上街头反服
贸与反货贸的摇旗呐喊者，有八成正悄悄
西进，想要在大陆寻求机会。

不务正业、善于钻营做秀的痞子学
生，偏能在台湾政坛吃香喝辣，那些个读
圣贤书的好学生，却只能被绑架被裹挟被
当成炮灰牺牲。这种情况，其实不正是台
湾选举政治的缩影吗——选贤与能渐不可
得，戏子与痞子们却越发如鱼得水。

“太阳花”挡服贸，其实挡掉的是台湾
发展的契机，也是年轻人发展的空间。所
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两个重要协议未
能达成，以及由此连带产生的两岸关系停
滞倒退，对台湾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

拿跟台湾同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对
比，就可看得清楚。“太阳花”之后，2014
年 11月，中国大陆同韩国完成 FTA 实质谈
判，韩国后发先至，跑到了台湾前面。
2017 年韩国宣布与东盟谈判 FTA 升级版；
2018 年 9 月美韩重新签署 FTA。韩国 FTA
贸易涵盖率逾80%，台湾不到10%。岛内有
识之士指出，就算现在两岸签署服贸，台
湾也已失了先机，追赶不及了。

“太阳花”5 年后，一边是林飞帆等学生
头目风光上位，俨然以“人生胜利组”自居，
一边却是当年被裹挟被代表的普通学生在
台湾长年不涨的低薪中挣扎浮沉，苦苦求
索。“太阳花”，便宜了谁，又耽误了谁？

近日，福州长乐国际机场8条出境自助查验通道开通，持已经备案
的中国电子普通护照、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等
9 类有效出入境证件的旅客，在机场口岸可以自助办理出境边检通
关手续。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7月 24日，就读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台湾弘光科技
大学、浙江中医药大
学的港台学子来到浙
江省武义县柳城畲族
镇江下村，与当地畲
民一起跳竹竿舞、打
年糕、手工捻茶、参
观木榨油坊等，体验
畲乡的文化活动。

图为港台学子与
当地畲民一起开心跳
竹竿舞。

张建成摄
（人民视觉）

港台学子
走进畲乡
港台学子港台学子
走进畲乡走进畲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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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用心提升游客舒适感
瑞 安

港 台 腔

上半年澳门入境旅客突破2000万人次——

7月24日，游客在大三巴牌坊前的手信街游览。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