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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民进党当局百般阻挠，却阻
挡不了台湾同胞参与两岸交流、共享
祖国大陆发展机遇的热情。”9 月 11
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
言人马晓光表示，两岸同胞要交流、
要合作的主流民意，是任何人、任何
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同时，马晓光围
绕其他热点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两岸交流如火如荼

发布会上，马晓光应询介绍了近
期两岸各领域交流的情况。他指出，
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有利于增进两岸
同胞相互了解，融洽亲情，符合两岸
同胞共同利益。今年以来，来往大陆
的台胞人数持续稳定增长。特别是进
入暑期后，两岸交流进入热季。河
北、北京、山东、河南等省市成功举
办一系列两岸经贸交流活动，达成一
批两岸经济合作项目。由台北市体育
局、上海市体育局等主办的 2019“海
峡杯”篮球邀请赛在台北开赛，千余
名青少年球员分别参加大学、高中和
初中男女组角逐。8 月 25 日至 30 日，
第三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在台
中、彰化两地举行，两岸 23支大学生
棒球队的 600 多名选手参赛。8 月 28
日，2019 海峡两岸八极拳技艺交流大
会在山东德州开幕，两岸 800 多名八
极拳高手以武会友，共同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

马晓光介绍，接下来，浙江、贵
州、四川、广西、重庆等省区市将陆
续举办两岸经贸交流活动。9 月 17
日，以“共享机遇·融合发展”为主
题的 2019“浙江·台湾合作周”将在
杭州开幕并举办主场活动，宁波、温
州和嘉兴 3 市将举办专场活动，共计
50 多场经贸活动，推进浙台产业对接
合作。今年下半年，多个省区市还将
在体育、青年、文化、民间信仰等领
域举办一系列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
两岸交流活动。

为台胞台企提供更多便利

近期，大陆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
“31 条措施”，不断取得新成效。马晓
光说，迄今已有包括 28个省区市在内
的 99个地方结合当地实际出台具体实
施意见。吉林省发布 36 条实施办法，
四川省成都市发布 54条实施意见，北
京等地还公布了实施细则，对各项措
施的申报条件、办理程序、责任单
位、联系电话逐一作出详细说明，为
台湾同胞享受相关措施提供更多便利。

在两岸征信合作方面，福建品尚
征信有限公司与台湾中华征信所签署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推进两岸
民间征信融合。

在促进两岸学术界交流互鉴方
面，7 月 11 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告，将 15 个学

科 30 种台湾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纳
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来
源期刊目录，这将为在大陆工作台
胞的学术成果纳入工作评价体系创
造有利条件。

在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方面，
据初步统计，目前国家艺术基金已收
到 12个与台湾地区机构或单位开展合
作项目申请，另有 19位来自台湾的艺
术家申报了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

在便利台胞居住生活方面，北
京市台办启动面向在京台胞公共租
赁住房专项配租工作，首批共筹集
40 套房源。

马晓光表示，今后，国台办将继
续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持续做好

“31条措施”落实工作，及时协调解决
广大台胞台企普遍关心的问题，为台
胞台企在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创
造更好条件。

正告民进党当局悬崖勒马

有记者问：台立法机构将推动进
行所谓“中共代理人修法”，以所谓危
害安全为名，严格限制台湾个人和机
构为大陆宣传、发表有关声明、参加
大陆举办的会议等。发言人对此有何
评论？

马晓光回应，一段时间以来，民
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为一党一己
之私，全面煽动两岸对抗，制造两岸

敌意，不遗余力地打击持不同立场的
党派、团体和人士，以莫须有罪名恐
吓、惩罚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民众，
钳制批评舆论，制造“绿色恐怖”和

“寒蝉效应”，引起岛内舆论强烈质疑
和普遍反对。他们不思反省，反而错
估形势，变本加厉再次企图修改有关
规定，进一步暴露其“台独”本质。

“我们注意到，岛内舆论称之为‘新
戒 严 法 ’， 一 针 见 血 点 出 了 问 题 要
害。如果任由其图谋得逞，两岸关系
将会倒退回台湾‘戒严’时代，台海
局势将重陷紧张动荡。台湾民众的基
本权利将被剥夺，重新生活在动辄得
咎的恐惧之中。是谁在严重威胁台湾
民众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答案
一目了然。”

近期，民进党当局教育部门“新课
纲”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正式投入使用。
对此，马晓光说，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
不断推进形形色色“台独”活动。这次推
出的“新课纲”充斥“去中国化”“台独”
内容，不仅荼毒台湾年轻一代，更进一
步破坏两岸关系，加剧两岸对抗。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
族，中华文化教育是谁也不能剥夺的权
利。任何“去中国化”行径，都无法割裂
两岸历史联结，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
一部分的事实。民进党当局这一倒行逆
施、数典忘祖的行为，已遭到台湾社会
强烈反对，还必将继续遭到两岸同胞更
强有力的遏制和打击。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两岸同胞要交流合作的民意阻挡不了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本报香港 9 月 11 日电 （记者陈
然） 由香港特区政府及香港贸易发展
局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一带一路”高
峰论坛 11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论
坛以“成就新机遇·由香港进”为主
题，邀请 80 余位来自香港、内地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员和商界领
袖担任演讲嘉宾，与参会者共商“一
带一路”倡议下的新机遇。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论
坛致开幕辞时表示，香港是通往“一
带一路”的绝佳门户，特区政府采取
五管齐下的策略，包括加强政策联
通、充分利用香港优势、全面发挥香
港专业服务中心的地位、建立伙伴合
作和促进项目参与。

她强调，香港作为国家最具竞争
力及最国际化的城市，在配合“一带
一路”发展上扮演关键角色。特区政
府将进一步与内地相关部委合作交
流，在金融、商业、法律仲裁、城市
管理、航运交通、专业服务及反贪污
等领域加强经验分享，提升双方专业
水平，落实绿色环保、可持续性的

“一带一路”项目。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

业联合会主席高云龙发表特别致辞说，
6 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
行动，从愿景转变为实践，“六廊六路多
国多港”的合作格局基本形式，一大批
互联互通的项目成功落地。香港完全可
以充分发挥“多中心合一”的优势，为各
类企业提供贸易、投资、法律等方面的
专业服务，以及国际化的人才支持，同
时深化与内地的合作。

外交部驻香港公署特派员谢锋发
表主题演讲表示，当前国际局势变乱
交织、世界经济发展又到十字路口，

“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世界“开路”、
为全球担当。他寄语香港社会牢牢抓
住国家战略带来的机遇，坚守“一
国”之本、用好“两制”之利，在国
家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再显身手。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
任郝鹏表示，香港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
贸易、航运中心和全球公认的最自由经
济体，在中央企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进程中扮演独特且重要的角色。国资委

愿与香港共同发挥和放大“一国两制”优势，在推动改革开放的
基础上实现新合作，形成互利共赢、融合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表示，今年以来，中
国经济运作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并将继续对外开放。他认为，国家开放的大门必定为香港提供
强大动力及广阔空间，建议香港聚焦贸易自由化及便利化发
展，推动金融服务业走出去，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香港贸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在6年间取得
重大进展，中国已同 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近 200份共建

“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香港是此项国家战略的重要商业枢纽，
也是把“一带一路”概念转化为可行商业项目的最佳伙伴。

据介绍，为期两天的高峰论坛是今年首次举行的“一带
一路周”旗舰活动，香港贸发局还将同时举办经贸访问、“一
带一路”国际联盟圆桌会议、研讨会及文化活动等，向不同
界别的人士深入介绍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优势。

西方主流媒体向来自诩“客观公正”
和“用事实说话”，但他们近期对香港的
报道，只暴露了企图用所谓专业手法掩盖
偏颇立场的丑态。香港局势之所以演变成
今天的复杂混乱，跟一些西方媒体利用话
语霸权颠倒黑白煽风点火脱不了干系。

上月底，香港警方将作假的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 （CNN） 抓了一个现行。此
前，CNN刊登了一篇题为 《警方用汽油弹
对抗香港示威者》 的文章，同时网上也出
现了一段宣称是警方在向“示威者”投掷
汽油弹的视频。香港警方拿出有力证据
显示，该视频经过恶意修改，事实是示
威者向警方投掷汽油弹。但凡稍对香港
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想到，警方向示威
者扔汽油弹完全不合常理，但 CNN 竟然
就 这 么 采 信 了 假 视 频 且 不 经 求 证 就 发
稿，要么是本来就先入为主有偏见，要
么是假装被骗顺水推舟。

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此不负责任的报
道是西方舆论战的一部分，意图就是延续
香港之乱。

西方媒体所谓“用事实说话”的障眼
法，说穿了其实很简单：选择 1%的事实还
是选择另外的 99%，可制造出两种截然不
同的报道。在香港报道中，《纽约时报》
就 充 分 展 示 了 选 择 性 报 道 的 “ 娴 熟 技
巧”。比如，当警方和特区政府被蒙面暴
徒袭击时，《纽约时报》 的记者仿佛不在
现场；而在警方被迫使用催泪瓦斯，暴徒
们被刺激流泪的时候，《纽约时报》 迅速
把暴徒们“弱者”的形象发布到网上，并
以此作为警方“施暴”的证据。

不论如何掩饰，这些西方媒体的立场
其实再明显不过。3 个月来，《纽约时报》
刊登了一系列失实报道和荒谬言论，为反
中祸港头目黎智英洗白，替“港独”激进
分子黄之锋等张目，并以恶毒言辞攻击中
国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
CNN最近居然给参与香港暴力活动的人发
布了一份“穿衣指南”，详细列出了参与暴

力活动的必备物品，例如用于隐藏身份的
黑色 T 恤、护目镜、防毒面具，告诉他们
如何穿戴才能“安全”。

撇开思维僵化的老牌西方媒体不说，
脸书、推特等西方新媒体会不会遵守它们
自诩的“技术中立”？最近有一位香港警嫂
在内地的微博上发文表示，她很担心孩子
的安全，但在脸书上发言或者开专页都会
被删除，而且个人资料也有外泄风险，在
香港求助无门，所以来微博上告诉大家她
的情况。呜呼，只许某一立场的人发声，
意见不同就封号删贴，这就是西方媒体天
天挂在嘴上的“言论自由”？

警嫂的遭遇不是个例，不少证据显示，
推特对力挺香港特区政府和警察的言论和账
号一样是“删无赦”，对持反对立场的账号
却“爱护有加”。有调查发现，自香港发生
修例风波以来，推特上至少有数百个长期休
眠的僵尸账号突然复活，共同对特定媒体用
户高频度持续性推送“反修例”信息，其中
有200余个账号平均每5秒就会转发1条“反
修例”推文。来自牛津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
也指出，用简体中文在推特上发布的“港
独”及反华信息中，大量存在机器人发帖的
情况。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称香港的示威
者在“支持民主”，却在 8月底英国发生大
规模游行时，称本国抗议人士为“背叛
者”。标榜“自由民主”的部分西方政客和
标榜“客观公正”的部分西方媒体，在香
港问题上表现出如出一辙的双重标准。说
到底，他们的核心价值只有一条，就是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是，谎言重复
千遍依旧是谎言，即使挂着专业的羊头，
也难以遮掩其卖狗肉的伪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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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专业”的谎言还是谎言
王 平

本报北京 9月 11 日电 （记者柴逸
扉）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1日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我们再次正
告民进党当局，立即缩回伸向香港的黑
手，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纵容、庇
护暴力激进分子，停止破坏两岸关系的
行为。

有记者问，针对香港近期局势，蔡
英文和民进党当局不断插手，不仅攻击
大陆，诋毁“一国两制”，更公然邀请乱
港头目访台，为暴力激进分子提供庇
护。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马晓光回答说，我们多次指出，民进
党当局在近期香港事态中扮演了极不光
彩的角色。他们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与

“港独”势力相勾结，企图搞乱香港，破坏
“一国两制”。他们不断借机攻击诬蔑大
陆，煽动岛内民粹，制造“反中”“恐中”氛
围，捞取选举利益。近日，更置台湾民众安
全和福祉于不顾，公然邀请“港独”分子访
台，为暴力激进分子提供庇护，让台湾成
为“避罪天堂”，为祸台乱台打开大门。

他强调，“港独”和“台独”都是毒
瘤，严重损害两岸同胞、香港同胞的利
益，损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如果任
由“两独”合流，不仅祸害香港，也终
将会祸害台湾。相信广大台湾同胞对此
看得清楚，会予以坚决抵制。

有记者问，西方和台湾岛内某些势

力借香港局势宣扬“一国两制”失败，
甚至把“一国两制”当成洪水猛兽。发
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应询指出，“一国两制”是解
决国家统一问题的科学构想，它尊重历
史、尊重现实，照顾各方利益，对于台
湾来说，这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关于探
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习近平总书
记明确强调了“三个充分”：“一国两
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
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
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
和感情。相信随着时间推进，越来越多
台湾民众能够正确看待、理解并最终接
受“一国两制”。

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

立即缩回伸向香港黑手

香江观察

新华社北京9月 11日电 （记者马卓
言）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日表示，正是
因为美方一些政客的纵容支持，反中乱港
分子才会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她要
求美方“有些人”立即停止纵容暴力违法
犯罪，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
国部分议员10日向国会提交议案，要求禁
止美国公司向香港出口催泪瓦斯、胡椒喷
雾、橡皮子弹等警用设备，因为香港警方
对待示威者的方式遭到了很多批评。中方
对此有何回应？

“我不知道美方这些议员是不是想将
这些防暴器材都留在美国国内自己用
呢？”华春莹说。

她说，关于近期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是非、曲直、黑白都是清清楚楚的。越来
越多的国际主流媒体通过实地采访报道了
香港的真实情况。一些俄罗斯媒体通过多
张高清照片展示了示威者所持的内藏有刀
刺的雨伞、燃烧弹等武器。报道说，一些

人假自由民主之名实行恐怖犯罪活动，幕
后黑手是香港暴乱的根本原因，而香港所
谓的新闻自由到了荒谬的地步。

“我想问问美方这些议员，当极端暴力
分子残忍袭击和伤害香港警察，瘫痪机场、
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时，你们所崇尚的法
治在哪里？当上千名香港警务人员及其家
属个人信息被非法暴露、受到疯狂网络霸
凌恐吓时，你们所标榜的人权在哪里？当持
不同意见的人士被蒙面黑衣人追逐、殴打、
围攻，受到人身限制和伤害时，你们所宣扬
的自由又在哪里？”华春莹说。

华春莹说，美方个别议员一方面将暴
力违法犯罪美化为争取人权和自由，另一
方面把香港警方的忍辱负重、克制执法污
蔑为过度使用暴力。这是对自由、民主和
人权的最大亵渎，是对香港止暴制乱、恢
复秩序这一主流民意的公然蔑视，更暴露
了他们极端的虚伪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她说，美方警察又是如何对待示威者
的？很多人对 2011 年“占领华尔街”运

动、2015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骚乱以及最
近波特兰市的示威画面恐怕都还记忆犹
新。“今后，如果类似香港发生的事情在
美国上演，美方这些议员还会如此‘仁
善’吗？我们拭目以待。”

“正是美方一些政客的纵容支持，反
中乱港分子才会如此肆无忌惮、有恃无
恐。”华春莹说。

“我记得前不久，国务院港澳办新闻
发言人杨光在关于香港当前局势看法新闻
发布会上，曾援引毛泽东主席1963年所作

《满江红》 的几句词。今天，我想把那几
句词的下面两句也续上：‘蚂蚁缘槐夸大
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华春莹说。

华春莹强调，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国政府、任何外国组织和任何
外国个人干预。任何企图在涉港问题上玩
火的人最终只会引火烧身、自食苦果！

“我们奉劝美方有些人不要再装睡，也不
要再犯浑，立即停止纵容暴力违法犯罪，
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美方政客的纵容支持使乱港分子有恃无恐

新华社日内瓦9月11日电（记者陈俊
侠、聂晓阳） 中国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
会主席何超琼11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2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发言，强烈谴责
近期发生在香港的违法暴力行为。

何超琼强烈谴责香港一些极端暴力分
子不断升级的暴力行为。她说，自6月9日以
来，香港遭受 130余次示威游行的困扰，其

中110次演变为无端暴力和非法行为，导致
数以百计的小商铺关门，很多人为此失业。

她说，普通香港市民是违法暴力行为的
最大受害者。很多孩子离开家庭，成为全副武
装的暴乱分子，实施激进犯罪行为，令人担忧。

何超琼表示，香港各年龄段的孩子在
学校和网络空间被灌输憎恨警察等思想，
被动员进行大规模罢课。那些拒绝接受此

类行为的孩子，尤其是警察的孩子，不管
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上，会遭到恶意骚
扰、恐吓和欺凌。

她说，“我们无法容忍孩子们被如此
利用，呼吁国际社会谴责那些组织者和对
他们施加不良影响的人。”“煽动仇恨和暴
力极端主义只会给我们所深爱的、和谐稳
定的城市带来无法弥补的创伤和裂痕。”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

香港妇女代表强烈谴责香港暴徒的暴力违法行为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

香港妇女代表强烈谴责香港暴徒的暴力违法行为

据新华社澳门9月 11日电 （记者胡
瑶） 内地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知识产权
研讨会11日在澳门举行，来自内地和港澳
特区知识产权界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
业界代表近160人出席了研讨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副局长徐治江
表示，相信在知识产权推动促进下，内地
与港澳地区的经济、科技和投资交流将更
加深入，不断为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注入强劲动力。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局代局长刘伟明表
示，我们将为打造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
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贡献知识产权的力量。

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署署长黄福来
表示，香港将发挥贸易枢纽的角色，加强与内
地和澳门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合作，互补
共赢，共同推动高增值知识型经济的发展。

澳门举办内地与港澳地区知识产权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