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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8月21日电（记者方栋）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
司司长陈茂波21日表示，如果香港目前的社会事件不能够早
日停下来，会造成失业率上升压力。失业率一旦开始上升，
会上升得很快。

数据显示，香港 5 月至 7 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2.9%，较前两月的 2.8%微升。陈茂波在会见传媒时表示，最
近的社会事件令旅游、零售、餐饮等相关行业的失业率尤其
受到影响。

“失业率如果要升，其实可以升得很快，我们尽可能要采
取措施避免这些情况出现。”陈茂波说，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香
港的失业率曾经从1997年底的2.2%飙升至1998年底的5.9%。

谈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时，陈茂波表示，香港拥有“一
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法制优势，“面对国际，我们是中国的
一部分；面对内地，我们是内地与国际接通的一道大门。‘一
国两制’优势，我们要用好及守护好。”

陈茂波表示，在创科发展方面，香港在高校科研力量和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拥有优势，可以和包括深圳在内的城市进
行互补合作，提升竞争力。“我们很努力希望在创科方面有所
发展，这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多元化，也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更
多优质就业机会。”他说。

新华社香港8月 20日电 （记者赵瑞希）“反暴力 救香
港”“反揽炒 救香港”“我哋支持香港警察”“阿 Sir辛苦嗮”

“维护香港法治 还我社会安宁”……
20日下午，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与香港政协青年联

会在香港警察总部举行慰问警察活动，他们在现场打出标
语，喊出口号，为警察打气。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
郑翔玲、会长施荣怀在现场呼吁社会各界反对暴力、恢复秩
序，支持警察和司法机关严正执法。

近期，香港的游行示威活动中，持续出现暴力行为，
令警员、市民、游客、记者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截至今
日，已有 179 名警员受伤。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与香
港政协青年联会认为，此等暴力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触犯法律，冲击“一国两制”底线，损害香港市民基本利
益和长远利益。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与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均对暴
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要求警方必须依法严惩暴徒，并向
受伤的内地同胞和香港警员表示深切慰问，同时还衷心感
谢警方捍卫法治的决心，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维护治安，
保护市民。

施荣怀在现场接受访问时表示，示威者瘫痪机场的行
为对国际投资者未来是否会从香港撤资有深远影响。如果
再出现这类行为，将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有些破坏
是无法挽回、修复不了的，希望大家理性面对。”

施荣怀呼吁示威者维持和平集会和游行，“各方有什么看
法和诉求，对政府有什么意见，可以大胆提出，理性表达。”
他也相信特区政府对建设性诉求一定会有所回应。

据新华社香港8月21日电（记者朱宇轩）“我一个
人很渺小，但能鼓励更多市民勇敢站出来撑警察，不
管受到多少骚扰，我都不后悔。”紧握着前来给自己打
气的一众市民的双手，香港鲤鱼门“银龙咖啡茶座”
茶餐厅老板李凯瑚坚定地说。

单亲妈妈李凯瑚的店里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
了。几年前，父亲和弟弟相继去世，为了安慰痛失丈
夫和儿子的母亲，李凯瑚放弃自己的生意，毅然接过
了茶餐厅的担子。于是，一个女人，一间小店，生意
虽不大，在李凯瑚勤恳操持下，倒也可以满足日常生活。

如果李凯瑚不闻窗外事，日子本来可以继续平
静。继6月底参加撑警集会、并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
支持警察后，李凯瑚经营的茶餐厅遇到了不少麻烦：
有人在网上留言辱骂自己，有人向特区政府部门投诉
茶餐厅，更有人直接往店里打骚扰、恐吓电话。

“警察为了维护香港治安，每天那么辛苦。我不明
白，我支持警察到底有什么错？”李凯瑚眼睛微微发
红，泪水在眼眶中打转，话语中是止不住的委屈。

恶意没有阻挡李凯瑚。耳畔还挂着朋友对自己

“不要强出头”的劝诫，她依然参加了 8月 3日
举行的撑警音乐集会，并走到了台上，向全体
香港市民勇敢发声，呼吁大家支持警察，对暴
力说“不”。

这一次，更多的“李凯瑚”站出来了。
“老板娘孤身一个女人真的太勇敢了。我们

小市民真的很担心，但老板娘给我们很大的勇
气。”每次撑警大会都参加的周淑英紧紧地抱住
李凯瑚，并说周四还要再跟朋友来店里“撑”她。

“看见老板娘被霸凌，我们真的看不过眼，
一定要过来店里帮衬她，心里才能好受点。”75
岁的虞老先生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巴士，从香港最西端
天水围赶来，想和同伴来李凯瑚店里做义工。

“之前好多人来鲤鱼门吃海鲜，现在大家都不敢出来
了。看到老板娘勇敢站出来，我们身为香港人，一定得来
声援她。”带着两个孩子从港岛赶来的施先生告诉记者。

周二本是茶餐厅例行歇店日，仍有不少市民从大
埔、天水围、港岛等多区赶来，为李凯瑚打气加油。

在这间 40平方米不到的小店内，茶座两边的墙上

贴着李凯瑚带回来的“阿 Sir 我撑您”“Madam 我撑
您”等海报，收银台角落的花瓶里放着一束客人送给
她的鲜花，柜台上则堆着市民赠送的糖果等礼品，还
有一叠心意卡。李凯瑚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心意卡，
给记者读卡片里市民写给她的话。

“有好多像我一样的人给你无限鼓励和支持，正义
的你让我们感激、感动。你的坚持，我们永远支持！”
读着读着，李凯瑚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记
者贾钊、赵博、罗沙） 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
铁伟 21 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我们
关注到了近期美国一些国会议员
重提涉港法案问题，对香港的一
些事务包括对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和香港警队严格执法说三道四，
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我
们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
本法，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
政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
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
权干涉。

有香港记者问，我们注意到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日前
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指责香港特区
政府拒绝尊重法治和“一国两
制”框架，并呼吁美国国会推动
讨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想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臧铁伟在答
问时作上述表示。

臧铁伟说，香港回归以来，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方针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
香港居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得到
充分保障，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
人士所公认的客观事实。近期以
来，香港一些违法犯罪的暴力分
子公然攻击打砸立法机构，暴力
袭警，肆意殴打无辜市民，这些
行为在任何法治国家都是严重的
犯罪，都将受到依法惩治。

他还表示，对于香港特区政
府和警队依法捍卫法治和秩序的
正义之举，美国有些国会议员发
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一再抹黑和
诋毁。请问如果这些暴力行为发
生在美国，美国的法律、美国的
警察会如何应对？这些议员是否
还要支持和纵容这些行为？这是
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是一个判
断是非的标准是不是统一的问
题。他们的目的不是真正关心香
港人民的福祉，而是破坏“一国

两制”和香港的繁荣稳定。我们严正要求美国国会的有关议
员停止支持、包庇暴力犯罪分子，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
内政，停止推动有关涉港议案，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和合作
的事情，任何妄图破坏“一国两制”、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图
谋都不会得逞。

在回答有关香港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时，臧铁伟表示，
当前，香港局势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是止暴制乱、恢复秩
序。“8·31”决定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
定。香港事务的处理必须在宪法、香港基本法和相关法律规
定的框架内，在法治的轨道上予以解决。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记者查文
晔） 港区妇联代表联谊会 （简称“港区
妇联”） 第六届理事会访京团一行20日
来到全国妇联座谈交流。多位港区妇联
代表在受访时对记者表示，持续两个多
月的违法暴力活动给香港社会造成巨大
伤害，希望参与其中的香港迷途青年

“停一停，想一想”，回到法治轨道上
来，不要再参与暴力活动。

港区妇联永远名誉会长、全国政协
委员王惠贞表示，香港从全球最安全的
地方，变成暴力充斥、不安全的城市，
令人痛心。此次风波对香港的负面影响
比“非典”更严重。港区妇联作为妇女
界的代表社团，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行
政长官依法施政。当前，香港社会各界
应旗帜鲜明对暴力说“不”，帮助青年
迷途知返，让社会重回法治轨道。

港区妇联永远名誉会长、七星控股
有限公司主席张心瑜表示，近两个月的
事件对香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现在香
港经济已开始下滑，许多店铺不能做生
意，满街人心惶惶。“特别是最近暴力分
子围堵机场的事件，我觉得特别丢丑，好
像在向全世界说香港就是这样的，我们
觉得非常心疼。还有一些暴力分子不承
认自己是中国人，我觉得特别可恨。”

“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止暴制乱，大
家一起出来救救香港！”张心瑜说，马
上就要开学了，希望青年们好好读书，
不要再走上街头。香港是我们共同的
家，我们要好好爱护。破坏香港等于破
坏自己的家，只会帮了别有用心的人。

港区妇联现任会长、长运制衣有限
公司董事彭徐美云说，暴力活动破坏了
香港的法治与稳定，很多朋友说“活了
六七十年，也没有试过这种情况”，眼
前的局面让香港人心里很难过。一些年

轻人有诉求可以理解，表达诉求的渠道
也很多，但使用暴力一定是不允许的。

彭徐美云表示，25日港区妇联将和
妇女界其他团体一起举办大型活动，希
望让社会听见妈妈的声音。“我们想和
青年沟通交流，你们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情，可以和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期盼用
一颗妈妈的心去聆听心声，化解矛盾，
把孩子们唤醒。希望青年们能停一停，
想一想，不要再参与暴力行动。”

港区妇联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陈
曼琪律师指出，法治精神就是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要依法而行，一旦
违法就要受到惩罚。如果有人为实现个
人的政治目的而违法，却不需要负任何
刑责，这就不是人人平等，就是伤害了
香港的法治精神。

“只有在法治社会，青年才有多元发
展的机会。如果没有法治，就没有秩序、
安全和自由，只会伤害青年自己。”陈
曼琪说，年轻人是香港的未来，希望他
们能远离暴力，让社会恢复法治。

港区妇联理事、柏轩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税务主管熊璐珊说，这两个月每天
上班都很不方便，要先查交通状况，确
认没有堵路、示威才敢出门。暴力分子
还曾封堵税务局，令她无法正常报税。

“我呼吁年轻人停一停，想一想，他人
的生意、生活和生计都被他们影响。希
望他们不要只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请
他们想一想，他们的行为是帮助大家打
造美好家园，还是在破坏我们已有的美
好家园？”

“现在走在街上，看到戴口罩的
人，我会有些害怕。不知道他是去参加
暴力活动，还是真的生病了。”熊璐珊有
些无奈地说，两个月的暴力行径让港人
失去对彼此的信任，这是很大的问题。

港区妇联副秘书长、上海市政协常
委杨静表示，这两个月的暴力乱象对香
港伤害非常大，除了经济下滑、企业裁
员，更令人痛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撕
裂。“很多家庭吃饭，一谈起来儿子可
能跟父母吵起来、甚至打架。这是很不
健康的情况。出去吃饭前还要想想看穿
什么颜色的衣服，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港区妇联代表联谊会成立于 2009

年，由全国及 29个省区市 600多名港区
妇联执委、特邀代表组成，汇聚了香港
商界、金融、法律、教育、医卫等各界
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女性精英。自成立
以来，港区妇联始终坚持爱国爱港宗
旨，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积极参与
香港社会事务，广泛团结全港各界妇
女，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是香港重要的

“半边天”力量。

本报北京8月21日电 （记者张贺）
第26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上午在
京开幕，来京参展的香港出版界人士在
谈到连日来的香港乱局时无不痛心疾
首，他们呼吁香港应尽快止暴制乱、恢
复秩序。

香港出版总会会长李家驹在接受本
报采访时表示，连日来非法游行和暴力
行为严重影响了香港的民生和经济。他
说，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近期公布的数
据，今年以来香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两个月来的非法示威游行和暴力冲突更

使香港经济雪上加霜，不仅严重破坏了
香港的营商环境和国际形象，更给各行
各业都带来了负面影响。他说，香港出
版业近来也受到非法游行和暴力活动的
严重冲击，现在正是暑假，本应是图书
销售旺季，但香港很多地区的书店即使
在周末也不敢开门营业，销售额大幅下
降。书店之所以关门，就是害怕暴徒冲
击，担忧店员的人身安全。

李家驹指出，混乱的局势导致香港
书展也受到严重影响。香港书展是香港
的年度文化盛事，近年来每年香港书展

的客流都在 100 万人次以上，不少香港
市民会全家出动逛书展。但今年的香港
书展期间恰好发生了大规模非法游行和
暴力活动，书展客流因而大幅减少。今
年是香港书展30周年，本来香港出版界
做了充分的准备，要为市民和读者奉上
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但是这些精心的
准备有不少付之东流了。“最令人痛心
的是，家长不敢带着孩子来了，出版社
和作者的发布会也不能搞了，真的好遗
憾。”李家驹说。

李家驹认为，未来随着粤港澳大湾

区的建设，香港出版业也会迎来新的机
遇。他说，香港出版业市场虽小，但有
着双语优势，融合东西方文化，接受世
界潮流快，同时保留了传统的文化，因
此可以把香港打造成华文世界的版权交
易中心。“我们可以和内地合作，一起
操作一个大市场。”李家驹说，“特别是
近年来，内地出版界进步非常快，不少
领域跟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领先于香
港，在有些领域，现在是香港需要向内
地学习。”

对于此次香港前所未有的乱局，李
家驹认为，迫切需要加强对香港年轻人
的爱国爱港教育。他说，香港出版界人士
也在反思，为什么香港年轻人对祖国的
认知会出现偏差？为什么他们的价值观
会出现问题？香港出版界应尽最大的努
力多给孩子们出版传递正面价值的书。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法
工
委
：

强
烈
不
满
和
坚
决
反
对
美
议
员
干
涉
香
港
事
务

“希望孩子们停一停想一想”
——港区妇联代表呼吁香港迷途青年能知返

“希望孩子们停一停想一想”
——港区妇联代表呼吁香港迷途青年能知返

本报北京8月22日电 港区全
国政协委员冯丹藜今天给本报发来
一封“以母亲的名义”为题的公开
信，呼吁香港年轻人不要被极端激
进分子裹挟、煽惑，为了虚妄不实
的目标，以自己的前途为代价，破
坏香港这个本该安宁无忧的家。全
信如下：

以母亲的名义……

孩子，今年我们度过了一个动
荡不安的暑假。

平生第一次，你让我这么担心！
你就在眼前，妈妈却感觉你似

千里之外那么遥远。
日以继夜的集会，替代了一家

人盼望已久的旅行；
夜以继日的躁动，夺去了一家

人天伦之乐应有的团圆。
这一夏天的牺牲，究竟为了什

么伟大的目标？
鼓动闹事的大人们，不是到海

外为子女完婚去了吗？
带头上街的大孩子们，不是到

国外升学深造去了吗？
留下遍体鳞伤的香港，和心里

流着血的妈妈，还有你们，天天担
心牢狱之灾的、和香港割舍不开的
同学。

几代人含辛茹苦图什么呀，就
是想为你们挣来一个无忧的家园。

今天，妈妈不敢相信，你要和
不相干的人将这一切毁于一旦。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秋天
是澄清、沉淀、成熟的季节。

“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孩
子，痛定思痛，一切还来得及。像
祖辈一样疼爱香港！因为我们离不
开她，我们没有第二个选择！

全国政协委员 冯丹藜

全国政协委员给香港青年发出公开信

“妈妈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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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

社会事件如持续会造成失业率上升

香港出版界人士：

应止暴制乱尽快恢复秩序

新华社香港8月20日电 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20 日就倾听基层声
音、加强深港合作、应对经济风险等方
面发表谈话，引起社会各界热议。各界
人士表示，林郑月娥在这些方面提出的
措施，对香港恢复秩序、继续向前发展
有着重大意义，呼吁市民支持相关措施
落实，共同促进社会繁荣稳定。

香港最大政团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
示，香港当前的确存在一些深层问题，
比如土地短缺、房屋不足、贫富差距较
大等，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日之功，需
要特区政府综合施策、长远规划。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认同特

区政府加强与基层市民沟通的必要性。
她表示，当前有充分的资源止暴制乱，
但此后社会如何更好地发展，仍然需要
政府听取不同背景人士、尤其是基层市
民的建议，以形成共识。

香港中律协创会会长陈曼琪强调，
实现止暴制乱，方能为特区政府听取市
民意见创造有利的氛围。在此基础上，
特区政府贴近基层、与市民广泛沟通，
有助于更好地凝聚力量，共同解决一系
列困扰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香港岭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部副总监
周文港指出，许多基层青年在住房、就业等
方面存在较大压力。特区政府加强与他们

的沟通交流，出台切实有效的措施，将缓解
年轻人的压力，让他们对未来更有信心。

香港资深银行家温天纳对深港合作
的前景十分看好。他表示，加强两地合
作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有助于
香港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新的
经济发展引擎，让广大市民感受到欣欣
向荣的前景。

“未来，香港与深圳可以在经济、
科技等领域更深入地开展合作，在更高
的层面上调动两地的人流、物流和资金
流，突破行业和地域的限制，强化协同
效用，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他说。

周文港表示，不少香港青年和深圳

青年在科技创新方面都很有创意，通过
完善科创合作平台，能够促进青年人的
交流合作，共同创业打拼。

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
长梁海明表示，特区政府日前出台了多
项支持企业和减轻市民负担的措施，可
以为香港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帮助企业
和市民应对经济困难所带来的挑战。

“希望特区政府今后出台稳定市场
信心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市民收入水
平、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经济
发展增添强大动力。”梁海明说。

对于特区行政长官提出的搭建对话
沟通平台，香港专业人士协会创会主席
简松年认为，特区政府释放了开明、善
意的态度，对于社会的安宁与稳定有着
积极意义，并呼吁相关人士在理性的基
础上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共同促进社
会繁荣稳定。

（采写记者周文其、方栋、郜婕、
刘欢）

香港社会各界：

加强深港合作有助于繁荣稳定

“你的坚持，我们永远支持！”
——撑警茶餐厅女老板感动香港人

8 月 20 日，在香港鲤鱼门经营“银龙咖啡茶座”的李
凯瑚 （右二） 与支持者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