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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 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中国旅游
团在老挝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国防治安委员会主席
本扬互致口信。

本扬表示，惊悉中国游客在老挝遭遇严重交
通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的心情十分沉
重，谨对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习近平同志并

通过习近平同志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诚
挚慰问。老方将继续同中方密切配合，全力做好
伤员救治和事故善后工作。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这次事故一定能得到妥善处理，老中命运共
同体建设一定能顺利推进。

习近平表示，事故发生后，老方迅速动员党
政军警民各方面力量积极救援，体现了对中老关
系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事故处置工作的负责的态

度。我已指示中国有关部门和正在老挝参加“和
平列车－2019”联合演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
队参与救援。希望双方各方面继续密切配合，妥
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

习近平强调，为人民服务是中老两党的共
同宗旨。我愿同你一道，推动两党两国关系在
新时代不断走深走实，持续开展中老命运共同
体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
22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
一次全体会议，栗战书委员长主持。

常委会组成人员 166 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为了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管理监
督，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有效衔接，推
进政务处分的法治化、规范化，全国
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提出了关于
提请审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

的议案。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吴玉良作了说明，介绍了立法的必要
性，草案起草过程、总体要求和基本
思路，以及草案的主要内容。

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乐
玉成作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
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关于
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引渡条约》的议案
的说明。

就中国旅游团在老挝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习近平同本扬互致口信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

者王卓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8 月
2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
席中日韩外长会的韩国外长康京
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李克强祝贺中日韩外长会成功
举行。他表示，今年是中日韩合作
启动20周年。三国地缘相近，人文
相通，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
大。在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
性继续上升、全球经济贸易下行压
力增大背景下，中日韩加强合作不
仅有利于自身发展，也将为地区和
世界经济发挥“稳定器”和“推进
器”作用。中方高度重视中日韩合
作，愿同韩方、日方一道，推动三

国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李克强指出，中日韩合作取得

很大发展，重要性和必要性还将进
一步凸显。三国应当维护以规则为
基础、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
易体制，争取早日达成全面、高水
平的中日韩自贸协定，促进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共同推动科技
创新，共享发展机遇和创新成果。
共同促进发展繁荣，推进东亚合
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
政治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实现半
岛无核化和地区持久和平作出积极
贡献。密切人员往来，增进人民之
间相互了解，夯实三国合作的民意
基础。

据新华社拉萨8月22日电（记
者林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汪洋近日在西藏调研。他强
调，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关键
阶段，最要紧的是防止工作松懈、防
止思想滑坡。要贯彻落实党的治藏方
略和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
署，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扬连续作战、
越战越勇的作风，统一思想认识，狠
抓工作落实，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确保西藏各族群众同全国人民
一道实现全面小康。

汪洋强调，西藏处在对达赖集
团斗争的最前沿，脱贫攻坚、宗教
工作、反分裂斗争要统筹兼顾、相
互促进。要把脱贫攻坚成果作为生
动教材，用客观事实、鲜活案例讲
好西藏“扶贫故事”，让各族群众真
正感受到党的关怀，坚定听党话、
跟党走的信念。要全面贯彻党的宗
教工作基本方针，完善寺庙管理长
效机制，深入排查化解各种风险隐
患，牢牢把握反分裂斗争主动权。
要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引导群
众理性信仰宗教，激发脱贫致富内
生动力，引导宗教健康有序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
者赵超）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副总理、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领导小组组长韩正 22 日主
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有关
方面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
体系阶段性研究成果的汇报，研究
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

韩 正 强 调 ， 要 进一步解放思
想，立足贸易自由和投资自由，对
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分步
骤、分阶段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要紧紧围绕推动贸易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探索建立符合全方位对
外开放要求的金融和税收政策制度
框架。要明确产业发展方向，着力
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
术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增强
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要健全监
管体制，强化法治保障，有效防
范各类风险。海南省和各有关部
门要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
问 题 、 办 事 情 ， 加 强 对 重 大 政
策、重大问题的研究，共同把海
南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设计
工作抓紧抓好。

李克强会见韩国外长日本外相

汪洋在西藏调研时强调

高质量打赢西藏脱贫攻坚战

栗战书主持人大常委会会议
首次审议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

韩正在听取汇报时强调

认真谋划海南自贸港政策制度体系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记者马卓言）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22日表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是14亿中国人的
共同意志，海外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生对妄图分裂国家、
抹黑中国形象的言行表示愤慨理所应当。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一些西方国家
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近期在英国、澳大利亚等
地有反对香港暴力活动的游行，他们称这可能是中
国驻当地外交机构组织和支持的，他们对此表示关
切。你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近来在外国的一些城市，确实有一些海外
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生走上街头来表达他们支持祖国
统一、要求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愿望和诉求。他们对妄

图分裂国家、抹黑中国形象的言行表示愤慨和反对，这
完全理所应当，也是情理当中。

“我们希望海外中国公民能够理性表达爱国热
情，注意保护自身安全。”耿爽说。

他说，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海外的中国公民遵守当地
的法律法规，同时中方也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尊重和理解
海外中国公民的合法活动，保障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耿爽表示，当前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
国人民对香港局势最大的诉求就是要止暴制乱、恢复
秩序，最大的期待就是要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这
是14亿中国人的共同意志。“你觉得14亿人的意志是
可以组织和操控的吗？”

外交部：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是14亿中国人的共同意志
外交部：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是14亿中国人的共同意志

新华社香港8月22日电 针对近日加拿大政客不
顾中方坚决反对，接二连三发表涉港错误言论，外交
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发言人22日表示，加
拿大方面屡次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外交部驻港公署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
坚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加方错误言论将暴力违法行径同
和平集会混为一谈，无视香港警队依法惩治暴力，

却别有用心地提出所谓各方保持克制。这种是非不
分、黑白颠倒的错误言论，与当前香港社会和全体
市民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普遍诉求背道而驰，实
质是为暴力违法分子撑腰打气。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组织和个人干预。我们再次
敦促有关国家和政客摆正位置、悬崖勒马，恪守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准则，立即停止拿香港事务“刷存在”！

香港社团和商界纷纷表达心声

支持特区政府和警方止暴制乱

外交部驻港公署：

敦促加方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本报香港 8 月 22 日电
（记者陈然） 汇丰集团、渣打
银行、东亚银行 22 日分别在
香港多家报章上发表声明，
谴责暴力和破坏社会秩序的
行为，呼吁恢复社会安宁与
稳定。

汇 丰 集 团 在 声 明 中 表
示，汇丰与香港有着独特、
深厚的渊源，作为扎根香港
的企业，非常关注近期发生
的事件，强烈谴责任何暴力
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维
护法治对巩固香港独特的国
际金融中心地位是不可或缺
的 。 公 司 期 待 在 和 平 、 繁
荣、稳定的香港继续发展，
并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做出贡
献。

渣打银行在声明中回顾
了扎根香港 160 年的历史，强
调公司热爱香港这个充满活
力和拼劲的城市，反对一切暴
力行为，促请大众合力让社会
尽快恢复和平安宁。公司坚决
拥护“一国两制”，支持特区政
府有效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全。

东亚银行也发表声明，
表示反对暴力、守护法治，
提振经济、共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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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成群结队的激进示威者、堵
路袭警的暴徒，面对网络上的“人
肉”搜索和现实中的人身攻击，一个
普通人能否有勇气站出来对暴力说
不，对邪恶说不？过去两个多月来，
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已经这么做了。他
们有如此非凡的勇气，只因他们对生
于斯长于斯的家园爱得深沉。

“黑色恐怖”乱流中，香港市民挺
身而出的镜头成为至暗时刻的高光画
面。当暴徒侮辱国旗时，香港市民自
发结队升旗护旗；当激进示威者瘫痪
机场，有市民直斥“你是中国人，你
是香港人，就应该爱护这个地方！”；
当警察受苦受累还要被抹黑被攻击，
大批市民去警署送去爱心卡和关心慰
问；茶餐厅的老板在店内贴上撑警察
的标语，哪怕被暴徒骚扰恐吓也表示
200%不后悔；数十万市民利用周末扶
老携幼冒雨参加撑警大会、反暴力集
会；冒着被“黑”的风险，众多香港
明星纷纷表态；商会、协会、民间团
体和“不再沉默的香港市民”，纷纷发
表声明和公开信反对暴力。

淳朴良善的香港市民，已没有置
身事外、独善其身的选择。因为香港
乱了，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被暴徒
无故殴打的货车司机、被挡在路上无
法赶去医院的孕妇、被围攻谩骂的老
人、被困在机场恐惧哭泣的孩子、被
砸破公寓窗户的警察家属、被破坏祖
坟的立法会议员……每一个遭遇苦厄
的“他”或“她”，其实都是“我”。

“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要站出来，
向暴徒说不，向暴力说不，守护香
港。”一位香港市民对媒体说的话，说
出了大多数市民的心声。

反对派和激进分子之所以能折腾
出声响，是因为他们能闹事，能捣
乱，能破坏，无所不用其极。“沉默的
大多数”之所以沉默，因为他们是社

会里最踏实低调的群体，习惯于安守本分和朝九晚五，最不愿
抛头露面与人对抗。然而，当香港被暴力裹挟，当法治被暴行
破坏，当家园宁静不再，有良知的香港人不能再忍，不能再
等，不能再坐视不理。为香港，为自己，他们正在变成“不再
沉默的大多数”。

暴徒和激进示威者打着“民主自由”旗号，但他们的所作
所为，却无不是破坏社会秩序、动摇法治根基、损害香港形
象、危害香港利益。他们中的头目，公然喊话“为美国而战”。
他们中的极端激进分子，手举的是美国旗，口说的是“玉石俱
焚”，要砸掉香港换个世界。这些人，岂会真心在乎香港？

不畏强暴挺身而出的香港市民，才是真正爱香港的人，才
是香港的良心，香港的脊梁。关键时刻，是捍卫“一国两制”，
还是纵容一些人摧毁“一国两制”；是守护香港，还是眼睁睁看
着香港沉沦；是高举法治和正义的旗帜，还是向暴力和邪恶屈
服？每一位爱国爱港的民众，都是止暴制乱的关键力量。

关心爱护香港的14亿内地同胞也应该看到，爱国爱港者始
终是香港社会的主流，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中流砥柱，我们
要做他们最坚强的后盾，始终祝福香港，力挺香港。只要爱国
爱港的力量团结起来，“行出去，说出来”，充沛的正能量必将
驱散暴力的阴霾。如
一 位 香 港 市 民 所 说 ：

“只要香港正义的力量
发出同一个声音，我们
的家园必将迎来更美好
的明天。”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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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本报香港8月21日电（记者连锦添） 香港多
个社团、商会和知名人士近日在报纸上刊登声明
或发表谈话，支持特区政府及警方止暴制乱、恢
复秩序。

香港酒店业主联会在声明中表示，持续的非
法集会和暴力活动对旅游业造成重创，严重影响
从业者的生计。违法暴力行为已对香港的国际声
誉造成损害。暴力和冲击无助于解决问题，必须
立即制止暴力事件蔓延。他们呼吁让社会秩序和
经济民生重回正轨。

香港中华文化总会在媒体刊登了一封有570家
文化社团联署的公开信，向香港警方致以最衷心
的感谢和最真诚的敬意。信中表示，坚信警方会
践行“维护法纪、除暴安良、为市民服务”的誓
言，坚决捍卫香港法治。

大埔及北区幼儿教育校长会、香港幼稚园协

会、香港女教师协会、香港校董学会等 30家教育
界团体，连续多日发表联署声明。声明说，过去
两个多月来，香港各处陆续出现违法暴力事件，
有学生参与其中，有的坠入法网，可能前途尽
毁，令人痛心。声明呼吁学生切勿参与违法行
为，要与暴力划清界线，以免造成无可挽回的伤
害。该声明还重申，校园是学与教的园地，必须
远离仇恨和欺凌。香港教育工作者应承担责任，
坚守底线，共同守护校园。

香港纺织商会发表声明，呼吁停止违法暴力
行为，恢复社会秩序。香港电影商协会、香港影
业协会、香港制片家协会在声明中，坚决支持警
方严正执法、止暴制乱，恢复香港秩序。香港
海南商会在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支持特区政
府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并呼吁团结一心，守护
香港。香港潮属社团总会发表声明指出，民生

为本，复苏经济，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是当前香
港的要务。

香港合和实业有限公司主席胡应湘以“第三
代香港居民”名义，在多家媒体刊登整版广告，
严正向激进暴力分子说不，并向维护法治者特别
是警方致敬。他表示，过去数周，香港警方以
克制及专业水平去努力维护社会治安及秩序，
这是有目共睹的。胡应湘强调，“一国两制”是
香港之本，法治是香港的基石，“纵容暴力及有
法不依，香港必定走向衰落，民不聊生，到时
后悔莫及。”

香港嘉华国际集团主席吕志和在出席一项活
动时表示，暴力对大家都无益处，更会影响香港
经济。“希望大家珍惜香港今天之国际地位。”他
认为香港警察非常尽职，希望大家理性解决问
题，“把香港建得更好”。

新华社成都8月22日电（记者杨迪、吴晓颖） 22日晚，名为《穿越时空的青春
礼赞》的短片拉开了“相聚国旗下”川港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帷幕。近700名平均年
龄27岁的香港青年与四川本地青年一道，以青春的名义共庆新中国70华诞。

主题交流活动由四川省港澳办、共青团四川省委和香港新家园协会共同主
办，于当晚19时30分在位于成都市的西华大学举行。文艺演出环节，精彩纷呈的
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其中，川港青年代表分别以方言朗诵诗词，共温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
《This Is China》《成都》《狮子山下》《东方之珠》《明天会更好》 等川港歌曲联
唱，将现场气氛带向高潮，台上台下千人合唱，共同祝福祖国明天会更好。21时
30分许，主题交流活动在川港青年代表共同参与表演的《红旗飘飘》歌声中落下
帷幕。

参加《川港诗词大会》节目表演的25岁香港青年黄燕钰告诉记者，通过交流
活动香港青年们能深切感受到祖国的进步，也能发现更多的机遇。“内地和香港是
一家人！”她说。

出席此次活动的国务院港澳办交流司司长吴炜表示，香港的年轻一代需要更
多地了解国家，更加深入地认知祖国的历史文化。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多到内地
走一走、看一看，不仅把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印刻在记忆中，更要把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努力实现中国梦的新时代精神构建在心田里。

这场活动同时也宣告“四海一家·川港同行”交流活动正式启动。未来四天
内，香港青年们将前往成都、德阳、绵阳、眉山和广安等城市开展参观交流。该
活动由香港新家园协会主办，自2015年以来已资助约1万名香港各界青年到内地
交流参观。

“没想到成都这座城市发展得这么好。”20岁香港青年林俊铿已是第二次参加
“四海一家”的内地行活动。在香港观塘地区从事社区工作的他对5G等科技话题
非常感兴趣，期待在四川之行中感受到内地的科技发展成果。

“希望香港青年能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国家快速发展时期的最新情况，进一步
了解川港巨大的合作空间，通过交流活动为两地青年搭起沟通的桥梁。希望两地
青年携手同行，共创共赢，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己之
力。”全国政协常委、香港新家园协会董事会主席许荣茂说。

川港青年齐聚成都
共庆新中国 70 华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