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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8月26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警方 26 日下午举行记者
会，警务处助理处长麦展豪表示，
本月24日、25日，激进示威者在公
众游行中不断升级暴力，行为穷凶
极恶，甚至足以致命，无论什么诉
求都不能将这些暴行合理化、英雄
化。他重申，警方的职责是维持社
会秩序及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遇到违法冲击，警方一定会用
相应武力回应。

麦展豪说，极端暴徒在示威活
动中蓄意严重伤害他人，广泛而密
集地用汽油弹、自制的致命武器等
袭击警务人员及普通市民，以“表
达意见”之名美化暴力，此等行为
绝不可以被任何文明社会所接受。

他强调，25日在处理示威冲突
时，有前线警务人员受到暴徒包围
攻击，一名警员为保护同事及自己

的人身安全，迫不得已鸣枪示警，
其行为英勇、克制，武力使用有必
要且合理。

据警方通报，在连续 2 日的行
动中警方共拘捕 86 人，包括 67 男、
19 女，涉嫌干犯非法集结、袭警、
藏有攻击性武器及公众地方行为不
检等罪行。有21名警务人员在行动
中遇袭受伤。

香港警方 26 日凌晨发表声明，
严厉谴责极端暴力示威者在游行中
作出堵路、破坏店铺及隧道设施、
蓄意严重伤害警务人员的恶劣行为。

声明呼吁市民与暴力示威者划
清 界 线 ， 并 远 离 暴 力 示 威 地 点 ，
以保障自身安全。警方亦希望现
场采访的记者尽力配合警务人员
的 执 法 行 动 。 对 于 违 法 暴 力 行
为，警方一定会严正追究，将涉
案者绳之以法。

香港警方指出：

暴徒穷凶极恶升级暴力

8月24、25日，香港大批激进示威者疯狂袭击
警员和警车、破坏多家店铺、毁坏红磡海底隧道
设施、锯断智慧灯柱等，更有人践踏五星红旗。
面对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香港各界社团、市民
和舆论发出愤怒的谴责，并指出暴徒气焰十分嚣
张，警方应坚决果断制止暴行。

“民建联”26日发表声明指出，激进暴力示威
者破坏社区安宁，视法律如无物。他们使用武器
或物料的杀伤力正不断提升，已达可致命的危险
程度。其暴力行为及恐怖手段若不能尽快遏止，
将很可能造成人命伤亡。声明重申支持警方坚决
及果断制止暴乱，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发表声明，对暴徒目
无法纪的暴力行为感到极度愤慨，并予以严厉谴
责。该协会主席林志伟表示，每当警务人员在游
行现场平息混乱时，暴徒旋即针对警方使用层出
不穷、不断升级的武力，甚至手持利刃追赶并攻
击正在后撤的警员，致使警员受伤。

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克勤表示，从电视画面看
到，警员受袭后不断后退，生命受威胁，开枪示
警的做法符合《警察通例》。他担心冲突持续会造
成人命伤亡，呼吁示威者勿冲击警方防线。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傅健慈对本报记者说，
25 日晚，暴徒在荃湾一带对前线警员恶意袭击、
疯狂围殴，警员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向天鸣枪示

警，从而得以安全撤离现场，“其表现十分克制，
这一枪‘开得好’！”

香港政团“经民联”主席卢伟国认为，事件
发展至今，所谓“反修例”已彻底变质。对暴徒
侮辱国旗的行为，执法部门必须正视、严正执法。

香港中律协创会会长陈曼琪指出，连串事件
明明白白地证明，部分人企图以激进暴力夺取香
港的管治权，已经危害国家安全。对此，全港市
民绝不能再哑忍，必须站出来尽力制止暴力、遏
制“颜色革命”的苗头。

香港高等教育评议会秘书长周文港对本报记
者表示，暴徒使用汽油弹及致命武器大规模袭击
执法人员，更恶意破坏街边商户及银行，种种事
态已经引起公众恐慌。警方在危急情况下使用武
器，既是根据有关法例而做出的临场决定，也是
各国警例的国际标准，社会各界应客观看待，全
力支持止暴制乱的系列措施。

方正证券（香港）金融控股公司副首席执行官
吴筱对本报记者说，近日发生的暴力事件已迅速升
级至疯狂的“打砸抢烧”，暴徒在马路上随意泄愤、
践踏治安，恶劣程度远远超越了文明社会的底线。

市民蔡树文表示：“暴徒正在打破 700 多万香
港人的饭碗，要做到止暴制乱，所有热爱香港的
人，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向暴徒说不，支持警察的
执法行动，保卫香港。”

《大公报》26日在头版发表短评指出，黑衣暴
徒疯狂升级暴力手段，甚至用削尖的铁枝围殴警
员，其所作所为根本不是在“表达意见”，而是到
了意图谋杀警员的地步。面临生命受到威胁，警
员果断拔枪并鸣枪示警，完全是必须、必要之
举。“香港警队太容忍、太克制、太忍让，让暴徒
心存幻想，以为可以用暴力主导形势。”

针对激进示威者在九龙湾一带破坏 20 根智慧
灯柱之事，《明报》社评指出，智慧灯柱是智慧城
市的主要基建，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大肆破坏，已
然脱离了合理性。有人只要看不顺眼便“动手”，
将暴力合理化，是反智的。社评称，倘若不与暴
力切割、不向暴力说不，香港整个社会都要付出
沉重代价。

《文汇报》发表社评表示，暴徒故意以“流寇
式”游击战，把暴力冲击引到民居、商业区，增
加警方执法的困难，刻意激化警民矛盾，其暴力
升级的更大企图，是破坏当前转趋平静的局势，
让香港无休止地乱下去。

香港 《紫荆》 杂志在社评中说，蒙面暴徒肆
虐香江，残忍行径令人发指，香港到了悬崖深渊
就在身后的紧要关头。面对乱局，爱国爱港力量
要进一步行动起来，各政团、团体、界别要更加
勇敢地站出来，以狮子山下的团结精神，汇聚起
反暴救港的强大合力。 （本报香港8月26日电）

香港各界和舆论强烈谴责暴力升级行径

暴徒气焰嚣张 必须果断制止
本报记者 连锦添 陈 然

探访内地历史古迹，感知当地风
土民情，领略华夏山河如画，了解国
家发展历程……这个暑期，形式多元
的香港青年内地参访活动如约而至。
凸显人文特色，注重交流体验，主题
活动让香港年轻人受益良多。

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循蓝图有序铺展，走访内地
的香港青年，在开阔视野、增广见闻之
外，又对把握新时代国家发展脉搏、谋
划自身未来发展，拥有了绝佳的契机。

有助于培养国家观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青年发展工作是本届特区政府的施政
重点之一。特区政府致力培养下一代成
为具备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和对社会有
承担的公民，并大力支持年轻人多出去
走一走、看一看，拓宽视野。她寄语年轻
人在参与交流活动时主动学习，积累宝
贵的经验，好好装备自己，为将来投身
社会以至国家发展做好准备。

国家发展为香港繁荣和青年创业
提供强大底气和宝贵机遇，“一带一
路”倡议为香港腾飞创造广阔空间。
第九届香港大学生“外交之友”夏令
营于日前举办，来自香港十余所高校
的 50 名学生赴北京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参访。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
司长张建宗认为，“外交之友”夏令

营有助于香港青年培养国家观念，拓
展国际视野。他寄语香港青年，善用
机会，更好认识国家和世界，让自己
准备好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为国
家和香港的发展作出贡献。

“外交之友”夏令营开办 9 年
来，共组织超过600名香港大学生赴
内地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参访。香港大学学生王旭欣和香港科
技大学学生陈俊成均是往届营员。在
他们看来，“外交之友”夏令营提供
了深度感知国家外交、了解国家发展
和“一带一路”合作情况的难得机
会，让人获益匪浅。

帮助香港青年认识内地

为了帮助香港青年更好地认识内
地，香港新家园协会连年组织“四海
一家”活动，自 2015 年起，共资助
超过 9000 名香港市民，其中主要是
青少年，赴北京、上海、广东、福
建、浙江等地交流。

8 月，“四海一家·川港同行”
“四海一家·浙港同行”活动拉开帷
幕。再加上今年上半年举办的“四海
一家·筑梦大湾区”活动，共有 2000
名香港青年前往四川、浙江和广东进
行体验式交流。

对于四川行活动，主办单位表
示，希望香港青年对川港合作发展空

间有更全面的了解，也希望通过参观
游览、交流活动及考察灾后重建项
目，建立起川港青年的友谊，推动两
地青年携手努力为国家长期繁荣与稳
定作贡献。

“葵青青年一铁一桥大湾区交流
团”也于近日举办，超过200名香港葵
青区青年赴广东省广州市和珠海市进
行交流，实地走访大湾区。交流团成员
首先搭乘广深港高铁前往广州，参观
广州、珠海高科技企业，随后搭乘旅游
巴士经港珠澳大桥返港，亲身体验“一
铁一桥”开通为香港居民带来的便利。

该交流团成员小黄说，随着内地
经济高速发展，大湾区建设为港青提
供了更多机会和选择，希望在参观交
流的过程中寻求发展机会，未来有望
赴内地创业。

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领略祖国秀丽风光，感受内地城
市发展开放，也是交流参访的题中之
意。来自香港大学、香港树仁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等8所高校的15名香港
青年，近日参加“2019 范长江行动
——香港传媒学子山东行”，实地探
访山东济南、青岛、潍坊、济宁等城
市，感受山东经济文化发展活力。

香港大学文学院学生李飞飞说，
“我最期待能够到孔子诞生地曲阜尼

山进行采访，体验穿汉服、习字、儒家
礼仪等传统文化。”他会从历史文化、
经济、科技发展等多方面探索山东，希
望通过实地参访，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不再被动地待在电脑前接收信息。

香港理工大学“京津科技企业探
索及大学探访团”也在近日举办。参访
团中的香港青年深入大学、企业和街
道、科技园区，感受内地风土人情，见
证国家建设发展成就。香港理工大学
学生何镒麟坦言，没想到现在内地发
展得这么好，内地的人非常善良努力。
自己在参观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后，发
现内地的教育在国际上也较有影响
力。未来希望来天津高校访学、深造。

参加“薪火相传 弘扬中华文明
——2019香港大学生游学团”的45名
香港青年日前到访吉林省，参观长影
博物馆、长白山天池和大峡谷、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地下森林、抗日英雄杨靖
宇将军陵园、长春第一汽车厂等，并
与当地高校的大学生座谈交流。

吉林省海外联谊会秘书长曲渊春
说，青年是国家未来发展建设的主力
军，只有对国家有更深入的了解，才
能从心底产生认同。游学团就是香港
青年学生加深对内地客观了解的重要
桥梁。他鼓励同学们珍惜此次到内地
交流的机会，认识国家发展，开阔视
野和眼光，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探访历史古迹 把握发展脉搏

香港青年暑假内地交流忙
本报记者 张 盼

新华社香港8月 25日电 （记者
赵瑞希）“勇敢站出来”“向暴力说

‘不’”“守护我们的家园”……25
日，香港妇女界知名人士和全港妇女
团体会员约 7000 人，参加了以“同
舟共济、守护香港、千帆并举、乘风
启航”为主题的全港妇女守护家园大
集会，发出她们的心声。

会计界代表刘麦嘉轩说：“今天
是我第一次就最近香港社会事件公开
发表意见，因为我觉得像我这样的

‘沉默的大多数’不可以再保持沉
默，可以有多一点勇气站出来，向暴
力说‘不’。”

她说，大家一定要强烈反对暴
力，不能容忍任何暴力和违法行为。
每个人都应该以香港整体和长远利益
为依归，用和平和尊重别人的态度去
讨论问题，通过合法途径化解分歧。

“祸必及妻儿”，一些激进示威者
这样威胁警员。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
葛珮帆说：“有警嫂跟我说，‘我知道
我老公顶得住，但我担心我的子女顶
不住’。”她认为，当下很多年轻人被
人要挟，无法回头。临近开学，很多
学生担心因政见不同而被欺凌。“大
家能做的事就是，一起勇敢地发声。
一个人发声会被欺凌，大家一起发声
就不会被欺凌。”

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何
超琼说：“我们热爱这个家，要齐心

去守护这个家。今天，我们要还原事
实真相，依照法律根据，去寻找答
案。我们希望发挥正能量，为化解和
找到解决办法出一份力。”

何超琼表示，妇女界举办此次集
会就是鼓励大家踏出重要一步。“虽
然大家都有惶恐、困惑、难过，但是
我们需要坚强、振作，因为守护家

园、守护孩子就是我们的天职。我们
要同心恢复香港的安宁。”

“我们守护香港，守护‘一国两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
副主任谭惠珠带着大家一起喊出心声。

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说：
“除了我们的国家，没人可以在香港
遇到困难时照顾我们、帮助我们。”

“过往两三个月，我们生活在恐惧
之中。”香港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
梁爱诗说，这次的事件反映出香港很
多深层次问题，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
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在一个暴乱
的社会里，更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当
下，首要的是止暴制乱。她相信，只要
有决心，一定会雨过天晴，再见彩虹。

“向暴力说‘不’”“守护家园”
——来自全港妇女守护家园大集会的声音

本报北京电（俞晓） 第三届无
人零售大会暨2019上海国际无人值
守零售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办。展
会以无人零售、零售科技为主题，
深耕行业细分市场，集结行业中各
大优秀品牌，展示数种无人值守零
售终端趋势、技术及产品。台企旺
旺集团推出的旺旺自动售货机，与
其战略合作伙伴支付宝刷脸支付，
联手亮相本届展会，主打更加智
慧、便捷的售货机支付模式，让消
费者即便没带手机，也可于售货机

便携购买旺旺产品，满足现今消费
者对快速购物的高度需求。

此外，旺旺自动售货机主打
“零租金、易加盟”的加盟口号，在
展会上也吸引大批潜在客户前来询
问。现场提供多样机型可供选择，
并配有免费后台系统智能管理和云
监控平台搭建，实践智慧运营，为
传统售货机注入全新技术。

旺旺集团于2017年底加入自助售
货机蓝海市场，在全国铺机超过4500
台，并设立34个分公司服务据点。

旺旺自动售货机携手支付宝推新品旺旺自动售货机携手支付宝推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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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8月26日电 针对25日在葵青及荃
湾等地区的示威活动及暴力行为，香港特区政府发
言人 26日凌晨表示，激进示威者升级的违法及暴力
行为不但令人发指，更将香港推向极为危险的边
缘，特区政府予以严厉谴责，警方亦会严正追究。

发言人表示，在葵青及荃湾进行的游行集会，
虽然警方经与主办方协商后已发出不反对通知书，
但有示威者在游行期间偏离原定路线，堵塞道路，
与警方对峙，以砖块、铁枝等肆意袭击警务人员，
并向警车和警务人员多次投掷汽油弹，严重破坏社
会安宁，对在场执法的警务人员和市民的人身安全
构成极大的威胁。

据介绍，一批激进示威者以暴力破坏多间位于
荃湾的商铺，到场处理的警务人员一度被多名暴徒
袭击，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曾向天鸣枪示警。
之后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动蔓延至深水埗、尖沙咀
及红隧九龙出入口等多个地点。

发言人指出，有示威者在集会地点葵涌运动场
取下国旗，并肆意践踏，行为挑战国家权威，亦涉嫌触
犯香港法例中的《国旗及国徽条例》。

发言人呼吁广大市民共同打击暴力，维护法治，
尽快恢复社会秩序。

在当晚的清场行动中，警方已拘捕多名肆意破
坏、攻击警察的激进示威者。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卢伟聪当晚到医院探
望慰问在荃湾执勤时被暴徒袭击受伤的多名警察。对
于暴徒罔顾他人安全的非法暴力行为，卢伟聪予以强
烈谴责。他表示，针对任何引致他人身体严重受伤、甚
至威胁生命安全的暴力行为，警队必定全力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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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8月26日电（记者
丁梓懿）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
副局长陈积志26日在“第十二届社
企民间高峰会”启动仪式上致辞表
示，特区政府会以“民间主导、政
府协作”模式，通过提供资助、促
进跨界别合作、协助社企提升能
力、加强公众认识等多种方式，全
力推动社会企业发展。

社会企业是旨在解决社会问
题、增进公众福利，而非追求自身
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香港社企近年
发展迅速，由 2008 年的约 260 间增
长至目前的逾 600 间，业务种类和
社会目标也渐趋多元化。

陈积志表示，香港社企数目稳
步上升，不只协助弱势群体，还扩
展到环保、教育及住房等领域。

“第十二届社企民间高峰会”由
香港社会创业论坛主办，以“设计
快乐”为主题，将于 11 月 21 日至
25日在香港举行。高峰会涵盖逾20
项活动，重要内容之一是一连 3 天
举行的国际研讨会，60多位来自海
内外的社企企业家及学者分享经
验，探讨如何创造社会公益及共
融，创造快乐。

社企民间高峰会筹备委员会主
席容蔡美碧表示，高峰会今年将专
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创新设计，为
社会问题研发既实用、又可延伸可
持续的解决方案，一同迈向更快乐
的社会。

社企民间高峰会2008年由香港
政策研究基金会创立，是一个跨界
别的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平台。

港府将多方推动社会企业发展

本报电（瑞安） 大陆知名音频
分享平台喜马拉雅近日在福州成立

“海峡喜马拉雅”公司，宣布将于今
年底正式上线喜马拉雅闽南语频
道，促进闽台文化交流。

主办方在当天的发布会上介
绍，目前喜马拉雅平台上已有包括
蔡康永、傅佩荣、林志玲等在内的
千余位台湾主播。从一些台湾主播
开设的音频课程留言来看，收听喜
马拉雅音频已成为一部分台湾听众
的“生活习惯”。

喜马拉雅联合创始人兼联席
CEO 余建军在发布会上表示，自
2012年以来，喜马拉雅已吸纳了5.3

亿海内外用户。他认为，台湾地区
与大陆闽南语区在语音、语汇以及
语法等方面存在很强的一致性。希
望通过闽南语频道传递乡情，促进
两岸民众心灵融合。

据悉，闽南语频道将依托福
建、立足两岸，提供两岸“大咖”、
闽南语有声书、闽南语电台、城市
生活音频场景伴随服务等内容，传
播闽南语声音、传承闽南语文化。

海峡喜马拉雅由上海证大喜马
拉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福建省大
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合
营。喜马拉雅闽南语频道将推出一
系列两岸精品节目。

喜马拉雅将上线闽南语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