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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 12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 12 日在答记者问时
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
港事务。

有记者问：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涉
嫌参与发生在伊朗等国家的“颜色革
命”。中方表示，香港近来发生的一系
列事件中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
征，这是否意味着中方怀疑美国中央
情报局参与其中？能否拿出任何证据？

华春莹说，近来，美国频频对香
港事务说三道四、颠倒黑白、煽风点

火。美政要及外交官员会见、接触反
中乱港分子，无端指责中国中央政
府，为暴力违法行为张目，破坏香港
繁荣稳定。

“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我要
再次问美方，你们居心何在？你们要
借香港达到什么目的？”华春莹说。

她再次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
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
促美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立即停
止干涉中国内政。

外交部：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新华社北京8月 12日电 （记者
查文晔）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
12 日在北京就香港 11 日晚极少数暴
徒在多处向警察投掷汽油弹并导致警
员烧伤一事表明态度，对实施这种严
重违法犯罪的暴徒予以严厉谴责。

杨光表示，11 日晚，有极少数
暴徒在香港长沙湾警署、尖沙咀警
署、湾仔警察总部等多地向警察投掷
汽油弹，导致警员多处烧伤。对于这
种丧心病狂、不计后果的严重犯罪行
为，我们表示极度愤慨和强烈谴责！
同时，我们向受伤的警员表示慰问！

杨光指出，香港警队是维护香港
社会治安和法治的中坚力量。两个多
月来，香港警务人员恪尽职守、依法
履职，在止暴制乱一线表现出的专业
克制、做出的重要贡献有目共睹，赢
得了包括广大香港市民在内的所有热

爱和平安定的人的普遍赞誉和崇高敬
意。但连日来，香港激进示威者屡屡
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攻击警员，已经构
成严重暴力犯罪，并开始出现恐怖主
义的苗头，这是对香港法治和社会秩
序的粗暴践踏，是对香港市民生命安
全的严重威胁，是对香港繁荣稳定的
严重挑战。对这样的暴力犯罪行径，
必须坚决依法打击，毫不手软，毫不
留情。我们坚决支持香港警队和司法
机构果断执法、严正司法，尽快将违
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杨光说：“我也要在这里呼吁，
香港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头。所有
关心香港前途的人都应该坚定地站出
来，向一切犯罪行为说不，向一切暴
力分子说不。‘止暴制乱、恢复秩
序’，这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最重
要最紧迫的任务！”

本报香港8月 12日电 （记者陈
然） 香港中联办负责人 12 日发表声
明，严厉谴责香港极少数暴力违法分
子采取的极端暴力行径，呼吁全社会
行动起来，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
警队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共同维护
香港法治和社会安全。

该负责人表示，11 日，在香港
多区发生了违法暴力袭击，极少数
激进暴力分子更使用了大量具有高
杀伤性的武器，包括向警署投掷汽
油弹导致值勤警员严重烧伤，甚至
有人使用大口径强力射击装置袭击
警署。该负责人严正指出，世界上
任何一个地方，都绝对不能容忍这
些令人发指的极端暴行。如果任由

这些恐怖暴行蔓延，香港将滑向无
底深渊。

他对在袭击中受伤的警员表示深
切慰问，对香港警队在处理连串违法
暴力事件时坚守岗位、忠诚履职、专
业克制和严正果断执法表示由衷敬佩
和致以崇高敬意，并对全体警队的家
人亲友长时间来的默默支持、忍辱负
重表达诚挚的问候。

该负责人强调，当前香港广大市
民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尽快止暴制乱，
使香港社会回复稳定安宁。全社会都
要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依法
严惩暴力犯罪分子，以实际行动共同
维护自己的家园，共同维护香港“一
国两制”的美好明天。

本报香港8月12日电（记者连锦添） 香港极
少数暴徒11日晚在多处向警察投掷汽油弹，有警
员严重烧伤。香港社会各界人士予以最强烈的谴
责，并指出警方必须严正果断执法，令违法者受
到法律制裁。

暴徒扔汽油弹伤警事件发生后，许多香港市民
表示心痛。他们说，警察是为保护市民而受伤的。市
民们纷纷向受伤警员致以诚挚的慰问，并向警队敬
礼。香港青年民建联等团体对暴力行径表达强烈谴
责，他们要求严惩暴徒，还香港以安宁。

立法会议员葛佩帆对有警察被汽油弹烧伤表
示震惊和愤怒，她怒斥：“暴徒无法无天！令人发
指！”她呼吁支持香港警察执法，并希望受伤的警
员早日康复。

九龙社团联会理事长王惠贞指出，这些暴徒
无视天理和法理为所欲为，已失去了理性和人
性。完全无法想象这种事情发生在香港。她重申
支持警方果断执法，止暴制乱。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会长施荣怀说，暴徒
投掷汽油弹，使警员和市民的生命受到很大威胁，
简直“无视人命，穷凶极恶”。他呼吁广大市民一定
要全力以赴支持警方严正执法，把这些暴徒绳之以
法。

香港警务督察协会主席伍伟基接受媒体采访
时指出，香港示威活动的暴力程度日渐升级，已
远超界限，已不是和平示威表达要求。8 月 11 日
晚被烧伤的警员只是在警署内工作，竟被暴徒用
燃烧弹所伤。“这是暴乱行为，其他国家的警察很

可能已经开枪，或以更相近的武力应对。香港警
察仍然用催泪弹及橡胶子弹等非致命的武器，已
经十分克制。”

他表示，香港暴力冲击持续逾两个月仍未平
息，其间警方除了要应付一连串的违法示威活动
外，还要处理日常的警务工作，加上有纪律部队
宿舍被围攻，不少警员休息不足，他对目前的情
况感到十分愤怒。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中旅国际投资公司
副主席卢瑞安指出，暴力不断升级害人害港，警
察恪尽职责守护城市安全，是值得所有市民敬重
的城市保护者，居然有暴徒用汽油弹伤害警察，
必须予以强烈谴责。卢瑞安呼吁各界携手制止暴
力行为，希望香港社会早日重回正轨。

就香港极少数暴徒投掷汽油弹袭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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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8月 12日电 （记者连
锦添） 在 11 日香港多区的非法集会
中，有暴力示威者破坏公物、堵塞道
路，更有暴力示威者投掷汽油弹，令
警务人员受伤。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
12日凌晨对此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在多区的
非法集会中，有暴力示威者破坏公
物 、 堵 塞 道 路 ； 围 堵 警 署 ， 以 激
光、砖块袭击警务人员；更有暴力
示威者投掷汽油弹，令警务人员受
伤。暴力示威者无法无天的行为严

重威胁警务人员和其他市民的人身
安全，我们对此感到愤慨，并予以
最强烈的谴责。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违法示威活
动也让部分公众服务设施提早关闭，
阻碍紧急服务和商业活动。这些持续
而且大范围、不定时、不定点出现的
违法及暴力行为，剥夺普通市民正常
生活的权利。呼吁广大市民共同向暴
力说“不”，协助社会尽快恢复秩
序。警方也必定严正果断执法，令违
法示威者接受法律制裁。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

对暴徒无法无天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

本报香港8月 12日电 （记者连
锦添） 香港民航系统7个工会12日晚
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示威者在香
港国际机场进行示威活动，反对以机
场作赌注来要胁政府；强烈要求示威
者悬崖勒马，停止一切在机场的示威
行动。

声明说，今天再有示威者在机场
进行示威活动，已严重影响机场使用
者。民航系统7个工会高度关注，忧
心忡忡。这些活动不但损害香港的国
际形象，也影响抵港旅客对香港的观
感。有关示威行动未向警方申请，明
显有违香港法律。他们强烈要求特区
政府、机管局及警方以香港市民的公
众利益为依归，依法行使应有职权、
落实各项执法行动，全力使社会及机
场尽快恢复安宁。

声明说，近日香港不断发生的暴
力冲突，已对市民造成巨大的心理压
力及对香港经济造成冲击，实际影响
已逐步浮现出来。“以占领机场为手
段，不单影响香港经济发展，亦损害
广大机场员工的生计，是一种损人不
利己的做法。”

声明坚决反对任何为达政治目的
影响机场运作的行动，呼吁会员、工
友及广大市民不要参与其中，并旗帜
鲜明地反对和抵制一切扰乱社会秩序
的暴力行为。

据悉，香港民航系统的7个工会，
包括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香
港航空货运及速递业工会、香港航空
业总工会、香港空运货站职工会、香港
机场地勤服务职工会、香港机场餐饮
业雇员工会及国泰航空服务职工会。

香港民航系统七工会发出联合声明

强烈要求机场示威者悬崖勒马

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记者刘欢） 走在香
港铜锣湾时代广场附近的波斯富街，眼镜店、珠
宝店和钟表店都是大门紧闭；再往前经过罗素
街、启超道，穿过怡和街，走到崇光百货，路边
大大小小的店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关门了。

这是11日 （周日） 晚上八点左右的场景。这
一段连通时代广场、希慎广场和崇光百货的道
路，是铜锣湾商圈的核心，平日里人头攒动、熙
熙攘攘，当晚却异常冷清。

6 月以来的几乎每个周末，极端分子都会发
动流窜式的示威游行。受影响的商家不得不选择
从下午开始就停止营业。周末的香港，本来是

“愈夜愈美丽”，现在受示威游行波及，呈现肃杀
凋敝的景象。

“以前香港晚上多热闹啊，十点多甜品店还在

排队，渴了就去路边的便利店买个饮料。”游客张
先生感叹说，他原本想去诚品书店买书，没想到
却吃了“闭门羹”。“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周末在
铜锣湾这个黄金地段，八点多这个黄金时间，居
然甜品吃不上，书店进不去，真是闹心。”

怡和街上人流匆匆走过黄色斑马线本是香港
的标志性景点之一，这一晚却异常冷清。车少、
人少，见到最多的是从头包到脚的“黑衣人”。据
当地媒体报道，有示威者晚上 7 时许，在铜锣湾
信和广场对面的告士打道，用栏杆、雪糕筒等设
置路障，不让车辆通过。

游客黄女士告诉记者，看到这些黑衣人，听到
他们的叫嚣声，她的购物欲瞬间消失了。“刚才还抱
怨这些商铺大惊小怪，都关着门。我现在只想赶紧
回到酒店，哪怕看看电视也比在这里瞎逛要好。”

启超道一家还在营业的化妆品店的店员周先
生说，虽然担心安全问题，但老板还要交租金，
所以生意继续做。“其实这么乱，大家也不敢出来
消费。我们也会留意，一有事情就马上关门。”

持续的暴力冲突对香港经济的冲击已经开始
显现。截至目前共有超过20个国家对香港发出旅
游警示；7月访港旅客跌幅达双位数，预计8月和
9月访港旅客人次将显著下降；6月酒店入住率比
去年同期下跌 3 个百分点，7 月更出现双位数跌
幅；零售业营业额大跌，7 月跌幅为个位数，预
计8月将达到双位数……

“真的希望混乱赶紧结束，让大家的生活都回
复平常。”张先生说，店家开门做生意，游客在商
场“血拼”，甜品店大排长龙，书店里人头攒动，
那才是香港应有的景象。

周末 铜锣湾商铺大门紧闭周末 铜锣湾商铺大门紧闭

本报香港8月12日电（记者陈然） 香港警方
在 12 日下午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从 8 月 9 日至
12日，针对一连串公然违法、极端暴力、肆意破
坏社会安宁的激进示威活动，警方再拘捕 149
人，包括111男、38女。他们介于15岁至53岁之
间，涉嫌非法集结、袭警、妨碍警务人员执行公
务、藏有攻击性武器作非法用途等罪行。从6月9
日至今，警方累计拘捕约700人。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副处长邓炳强指出，近期
暴徒胡作非为、目无法纪，恶劣行径不断升级。激进
示威者以“野猫式”的手法骚扰全港 10 余个地区，

暴力冲击警车及警署、袭击无辜市民、违法设置大
量路障等，对公众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他举例说，湾仔警察总部、长沙湾警署、尖
沙咀警署等多个警署被示威者攻击，有警车被砸
至玻璃碎裂，两名警员在上班途中被40多名暴徒
围殴、追打；有暴徒将汽油弹丢进尖沙咀警署，
造成一名警员腿部二级烧伤；有暴徒使用弹弓向
警员射钢珠，并持疑似枪械攻击警方。

邓炳强指出，执法是警务人员的天职所在，面
对任何犯罪行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暴力无论怎
样包装，都始终是暴力，其中扔掷汽油弹的行为形

同纵火，一旦定罪，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表示，自6

月以来，部分激进示威者屡次使用致命武器，且带
头挑起争端，警方现在以“情报主导”的方式追捕这
些“核心暴徒”。其中，警方 8月 11日晚在铜锣湾展
开行动，拘捕15名与暴力示威活动相关的“核心暴
徒”，并在他们身上搜出弹弓、钢珠、镭射枪等武器。

他直言，警方的首要考虑是公众安全。在处
置非法示威冲突时，部分激进示威人士无视警方
警告，拒绝离开，并使用汽油弹、弹弓、烟雾
弹、铁枝甚至疑似枪械等武器暴力冲击警方防
线，警务人员在危急情况下别无他法，必须使用
催泪弹、橡胶子弹及海绵弹等作出驱散，制止进
一步暴力冲击。

谢振中还表示，针对近期暴徒行为不断升级，
警方将因应现场环境作出相对应的部署，全力以
赴、遏止暴行，务求以最快速度平定暴力冲突。

在记者会现场，警方还展示了大批检获的证物。

香港警方再拘捕149人
表示将全力以赴平定极端暴力行径

香港警方再拘捕149人
表示将全力以赴平定极端暴力行径

据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记者刘明洋） 受示威
者在机场集会影响，机场运作已严重受阻。香港机场
管理局12日下午表示，除了已完成航班登机程序的离
港航班，和正前往香港的抵港航班外，其余当日所有
航班已全部取消，所有航班登记服务暂停。

香港机管局表示，已启动机场紧急事故应变中
心，机管局与航空公司正保持紧密沟通，希望机场
尽快恢复正常运作。当局将视机场运作的恢复情
况，由机管局与航空公司在 13 日早上 6 时起实施航
班重新编配。

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表示，今日在香港
国际机场发生了一个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以表达意见
之名严重干扰机场的运作，引致机场全面停止运作，令香
港付出沉重代价。

陈帆指出，每天有接近 20万名旅客进出香港国际
机场，这20万名旅客为香港带来的经济效益是难以估
计的。在东涌区域有超过10万市民居住，而今天的骚
扰令整个北大屿山高速公路严重阻塞，使东涌居民出
入受到严重影响。

据了解，前往机场的道路上一度排起车龙。新巴
城巴 16 条机场快线被迫改道，另外机场 1 号客运大楼
的巴士站也曾取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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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记者方栋） 针对上
周末在香港多个地区发生的违法暴力袭击，香港
特区政府多位司局长1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面对
愈演愈烈的暴力行为，警方必须采取严正行动打
击暴力分子，维护公共秩序，恢复社会安宁。他
们同时呼吁市民拒绝暴力，维护法治，爱护香港
大家庭。

在上周末的暴力事件中，极少数暴力分子使
用了大量具有高杀伤性的武器，向警署投掷汽油
弹导致值勤警员严重烧伤，甚至有人使用大口径
强力射击装置袭击警署。

“警方面对违法行为，由于职责所在，必须要
采取严正果断的执法行动，恢复我们社会的秩
序，恢复社会的安宁，让大部分市民生活可以恢
复正常，香港的经济可以继续运作。”特区政府政
务司司长张建宗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张建宗表示，激进示威者在上周末发起的大
规模冲突、破坏行动令香港市民痛心，对这些极
端暴力行为要予以严厉谴责，任何为香港好的市
民都不应该冲击法治，以违法的暴力行为去达到
自己的目的。

在发布会上，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
示，有一批极度暴力倾向的分子在周末用包括汽
油弹、射击工具、铁珠等危险性武器袭击警务人
员，攻击警署，而警方在过去的行动中也搜获了
制造炸药的原材料及制成品、烟雾弹、锋利刀具
等攻击性武器。

“这些严重的暴力行为已到达极度危险的情
况，令人担心其恐怖性。这批极度暴力倾向的人
士，不是普通的示威者，所以警方必须采取针对
性 （行动），有效地予以打击。”李家超说。

李家超还表示，非法集结活动破坏社会安

宁，警方在法律上有责任采取包括驱散在内的
行动，而在场人士应在警方预先警告时就尽快
离开。

12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公众集会未经
批准，导致机场全面停止运作。特区政府运输及
房屋局局长陈帆指出，香港国际机场是在全球客
运量排名第三的国际航空枢纽，每天有接近20万
名旅客进出，这次的事件令香港付出沉重代价。

陈帆表示，香港国际机场是国际航空枢纽，
占香港出入口贸易总额 42%，为超过 80万人提供
生计，在香港经济的长远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
的角色。

“我们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是经过很多年香港
人打拼而得来的。失去是相当容易，但重建却是
非常困难。”陈帆呼吁在场人士尽快离开香港国际
机场，让香港的民航事业可以继续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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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记者朱宇轩） 香港三个旅游
业工会12日发布的有关旅游业从业者问卷调查显示，近两个
月来，受访者平均收入跌幅接近八成，逾一成受访者收入为
零。

港九劳工社团联会旗下香港导游总工会、香港领队总工
会和香港旅游服务业员工总会当日举行联合发布会，公布

“当前香港旅游业雇员状况”调查问卷结果。三个旅游业工会
本月初进行问卷调查，约1012名旅游业者完成问卷。

受访者普遍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自6月以来，接待的
旅游团数量平均下跌超过 70%，收入平均下跌约 75%。其中，
四成受访者表示，收入下跌超过 90%；逾一成受访者表示收
入为零；超过九成的受访者对香港未来一年的旅游业前景感
到担忧。

香港导游总工会理事长黄嘉毅表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旅
游业数据表现良好，但示威行动导致七八月份香港旅游旺季
变为“寒冬”。往年同期，导游平均每月接待 12至 15个旅游
团，今年受示威活动影响，内地、东南亚、欧美等地纷纷取
消旅游团。不少导游8月成团数为零。

香港领队总工会理事长刘振远强调，当前香港旅游业状
况比“非典”时期更糟糕。他担忧，不少从业者打算借旅游
旺季储蓄收入，以应对旅游淡季。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从业
者可能工作、生活都受到影响，旅游业人才可能大幅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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