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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9月11日电
（记者陈俊侠、聂晓阳） 继当
天早些时候在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第42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环节
发言后，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
进会主席何超琼11日下午再次
在“真相、正义、赔偿与保证
不再发生”议题下发言指出，
部分自诩的香港“自由斗士”
伪善且使用双重标准。

何超琼表示，一些自诩为
“自由斗士”的人躲在面具和
匿名的网络账号下，对她进行
攻击。

何超琼说，由于她本人前

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她
以及她的家人和公司都遭到激
进分子的攻击和威胁。“这不仅
是恐吓，也是恶意宣扬不实之
词。”这种做法是虚伪的，暴露了
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双重标准。

她表示，多日以来，香港
多数民众遭受到各种形式的人
身和心理暴力。除了纵火、破
坏公交设施和财产、攻击无辜
市民和警察外，激进分子还利
用媒体和互联网侵犯个人隐私
并传播歪曲和伪造的信息，在
香港制造不信任和恐惧等，并
为其暴力行为寻求借口。

香港妇女代表：

部分自诩的香港“自由斗士”伪善且使用双重标准
新华社香港9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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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发言，谴责近期发生在香港的暴力违法行为，呼吁
国际社会谴责极端示威暴徒分子暴力行为。香港各界
纷纷为之点赞，认为她传递出鼓舞人心的正能量，向全
世界介绍了香港的真实情况，可让国际社会对香港情
况作出全面中肯的判断。

“很正能量，全体香港市民都为何超琼点赞！”全
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
卢文端表示，香港妇协是极具影响力的组织，何超琼
用事实说话，对各种谣言进行了反击，把香港真实情
况告诉世界人民，让全世界都知道是有人刻意诽谤歪
曲，故意搞乱香港。

卢文端说，被绑架的社会青年、学生并不懂得什
么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乱港分子对香港的秩序、经
济、社会已造成很大破坏，香港市民早已不堪其扰，
少数暴徒不能代表750万香港人。他呼吁香港沉默的
大多数站出来勇敢谴责暴力行为。

何超琼发言时强调，一小群极端示威者的观点并
不代表所有750万香港人的观点。这些有组织、有预
谋的暴力行动从未被香港人所纵容。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一小撮暴力分子不但没有
经过我们的允许，还完全受到我们的反对，完全违反

了我们的心愿和意志。”香港侨界社团联会副会长李
润基表示，非常支持何超琼借助这一国际讲坛把真相
告诉联合国，告诉各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

暴力分子的罪恶行径完全伤害了香港的核心价值
和国际形象，损害了香港人民的共同利益，李润基
说，一些不怀好意的机构和人刻意扭曲真相，造成一
种虚假舆论，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其他国家人民对香
港的误解。

“真相不能被蒙蔽和扭曲！希望香港多一些公平
正直的新闻媒体，秉承客观公正透明的新闻原则，所
有有良知的传媒人都应负起责任，把香港真相告诉全
世界。”李润基说。

香港女企业家朱珮嘉表示，今天的香港出现了一
些荒谬离奇、指鹿为马、满口谎言的情况，何超琼在
联合国为正义发声恰逢其时，让外界知道暴徒的丑恶
行为已经把香港破坏到什么地步：民心惶恐不安，经
济大跌，民生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朱珮嘉说：“大多数香港人，你的沉默只会让事
情恶化，请问你能忍受这样人心恐慌的日子吗？你的
孩子被荼毒，你愿意吗？你的生活已经受到影响，你
接受吗？如果你受够了，不愿每天都在暴力的环境下
生活，我们就得团结起来，向暴力和暴徒说不！”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卢瑞安表示，当前国际社会急

需了解香港的真实情况，倾听香港沉默大多数的心
声。“像何超琼这样多年来对社会贡献卓著的成功企
业家，能够在联合国的舞台上为香港人发出正义之
声，是鼓舞人心的正能量之举。”

卢瑞安说，一些乱港之流不断抹黑香港、损害香
港的国际声誉，令人气愤，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把握
机会，在各种平台上积极为港发声，为年轻人树立正
确的榜样。

全国政协委员简松年说，自修例风波发生以来，
乱港头目屡屡到外国抹黑香港，极力美化暴徒激进暴
力行为，加上外媒的报道极为偏颇，两大社交媒体推
特和脸书也以避免“损害香港政治运动的合理性”为
由，删去了数十万个揭露暴徒恶行的账号。

“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人对香港的情况难窥全
豹。”简松年说，要为何超琼把香港的情况如实带进联
合国“点赞”，因为此举让世界看清香港面对的极端暴
力，有利于国际对香港情况作出全面中肯的判断。

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成立于 1993 年，是一
个具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询地位的非营利、
非政治组织。其使命是团结各界妇女，鼓励她们积极
关注香港事务，倡导世界各地的妇女权利。会员总数
超过 10 万，其成员包括商业女性、专业人士、工
人、家庭主妇以及热衷于女性发展和进步的人士。

香港各界对何超琼在联合国人权会议的发言予以积极评价

新华社日内瓦9月11日电
（记者聂晓阳、陈俊侠） 香港
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何超
琼11日在日内瓦说，香港一些
暴力示威者无视“坐下来”表
达诉求的自由，以“破坏性”
方式，把自身自由权利凌驾于
他人自由权利之上。

在日内瓦联合国记者协会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何超
琼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有关如
何看待激进示威者的权利和
希望享受正常生活的普通香
港居民的权利之间的关系时
说，任何人有任何不满情绪都
可以坐下来表达，香港提供了
这种表达的自由，但暴力示威
者却无视它。

何超琼说，因为一些暴力
示威者威胁说要制造更大的破
坏，普通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
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连正
常的出门旅行都无法顺利进
行 。“ 我 之 所 以 今 天 来 到 这
里，是因为现在我们每天都生
活在恐惧之中。我现在连正常
的生活都不能保证”。

这位香港妇女代表认为，
所有香港人都应该反思今年夏
天在香港发生的事情，并对

“如何正确理解自由”做出理
性回答。

何超琼11日在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第42次会议上发言，强
烈谴责近期发生在香港的违法
暴力行为。

香港妇女代表谴责香港暴力示威者

“我们的权力由宪法而来。全国人大根据国家宪法制
定了澳门基本法，基本法赋予了特区有关的权力。我们
将严格落实基本法，让‘一国两制’在澳门不变形、不
走样。”

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近日在自己的办公
室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就如何推动澳门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善用国家发展机
遇、推进爱国爱澳教育、进一步做好民生工作、关心青
少年成长等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他表示，当选特区行政长官深感责任重大，他有决
心、有信心落实好“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的方针，团结澳门社会各界，带领新一届特区政府依法
施政，开展好各项工作，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
让“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贺一诚表示，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一国两制”方
针能够坚定落实，立法机关相继完成了基本法二十三条
立法、国旗国徽国歌法相关立法和修法等工作。

他谈到，今年7月5日前还在担任立法会主席期间，立
法会通过了国旗、国徽及国歌的使用及保护法案。法案通
过之后，在立法会大堂里面就挂上了国徽，澳门有关部门
依法应该悬挂国旗、国徽的地方，也都依法悬挂起来。

“我很荣幸，我离任立法会主席的时候，向国旗、区
旗和国徽、区徽鞠了躬才离开的。这是代表我们对国家
的尊重，对‘一国两制’做好示范。”贺一诚说。

贺 一 诚 强 调 ， 澳 门 基 本 法 是 根 据 国 家 宪 法 制 定
的，并规定了特区的权力。新一届特区政府将继续严
格落实基本法，让“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不变
形、不走样。“法律写得清清楚楚，那我们就不能跨越
这个法律框架。澳门的本地法律一定要服从基本法的
框架。”

他表示，澳门本地通过的法律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备案，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澳门本地法律对基本法
的理解有所不妥，会发回来。“但是这20年来，从来没发
生过这种事。”

澳门特区实行行政主导的体制。贺一诚说，特区政
府在执行法律方面也不得变形。“虽然我不是学法律的，
但是这 20年的经历已经让法的观念渗透在脑海里面。先
搞清楚法律，这是我向来做事情的信念。”

重视科技产业
积极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澳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博彩业所占比重较大，为
此近年来中央和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贺一诚强调，澳门经济要多
元发展，经济结构上不能单一，科技产业是新一届特区
政府重点要抓的工作。

“澳门一定要在科技方面投入，并且打开内地的市场，
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贺一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澳
门做好中医药等产业的发展，这些都是有科技含量的，可以
实现自动化生产，并且产值很高。此外，将认真考虑5G通讯
等新兴行业在澳门落地拓展的可能。充分利用好澳门的高
校资源，利用高校有科技含量的产品，积极转化为产业。

贺一诚长期经营实业，曾担任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
长，对澳门经济有深入了解。贺一诚指出，中央要求澳
门经济多元化是适度的多元化，哪些行业适合在澳门发
展，是特区政府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澳门的月工资中
位数已达约2万澳门元，找到合适的产业支撑这样的工资
水平并不容易。此外，澳门还面对东南亚地区的竞争，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竞争力。

贺一诚希望中央各部门能够给予澳门特区适当的帮
助。如，澳门特区在制药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内地也有庞
大的市场，希望能够利用澳门和欧盟的关系网，把国际先
进的设备和人才引过来后，在澳门制造再推广至内地。

贺一诚说，博彩业是澳门的一个传统资源，博彩业保持健
康的发展，对澳门能够持续发展，居民能够安定生活都很重要。

他表示，澳门有 67万人口，综合开支每年达到 1033
亿澳门元，其中博彩业带来很大的税收收入，对医疗、
教育、养老等福利事业发挥着支撑作用，其他行业暂时
没有办法立刻取代博彩业。

找准定位“磨好刀”
澳门要做好大湾区重要一员

谈到澳门如何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贺一诚表示，澳门居民中还有不少人有误解，
认为到了内地才是到了大湾区，而澳门不是大湾区。“所
以我和年轻人讲，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做事，就是粤港澳
大湾区，我们是其中的十一分之一。我们不是一定要到

了内地，才是参与大湾区发展。”
贺一诚强调澳门自己首先要“磨好刀”，做好准备，

才能和兄弟城市配合好，与大湾区共同发展。
今年初出台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将澳

门列为4个中心城市之一，要发挥核心引擎的作用。贺一
诚指出，澳门的定位很清晰，就是“一个中心，一个平
台，一个基地”。澳门发展中医药产业、文化交流基地，
还可以慢慢带动中山、珠海的旅游业。

贺一诚说，大湾区 11个城市里面，澳门有比较深厚
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其他城市替代不了澳门。
澳门可以在做好文化交流之后，再将其逐步转化为产业。

“澳门400多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留下很多宝贵遗
产，比如远东第一个灯塔、远东第一所大学等，我们还没有
充分发掘。在大湾区规划中，我们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贺
一诚说，大湾区每个城市把定位找准之后，才能密切配合，
找准定位也是澳门需要做的事情。比如澳门和横琴怎么合
作发展，怎么发挥好各自的优势，这对澳门很重要。

他强调，澳门一定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澳门
有很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有土生葡人文化，有很多特色
美食，都要保护好。“道理很简单，制造一个比原来更漂
亮的新东西虽然很简单，但那不是历史的原貌。”

优化民生资源投入
缓解社会“夹心层”人群负担

贺一诚在参选政纲中提出涵盖公共治理、经济多
元、民生建设、人才培养和文化合作的五大施政构想，
其中对民生领域着墨甚多。贺一诚说，目前特区政府投
入的资源已经不少，如果再增加投入财政负担会比较
重，当前更重要的是如何优化资源的调配。

他表示，澳门的土地资源有限，年轻人购房压力较
大。此外，澳门社会也存在“夹心层”人群，澳门的社
会房屋为低收入人群设定了收入上限，“夹心层”人群无
法申请，而普通的商品房他们又无法负担，只能借助上
一代的帮助才能完成置业。

“如果这个问题能够缓解或解决，年轻人可以置业，老
年人也可以安享晚年。这不仅是住的问题，也牵涉到老百
姓满不满意、开不开心、生活过得好不好。”贺一诚说。

谈到澳门居民普遍关心的旧城改造，贺一诚表示，
这是他面对的“最大困难”，但“走好第一步后，旧城改
造还是可以有所作为。”他说，只要有改造成功的社区让

其他居民看得见摸得着，大家就愿意跟进。

关心青少年成长
坚守爱国爱澳核心价值

谈到澳门青少年教育和思想状况，贺一诚表示，从
小学到高中，澳门大部分学校正确地执行了爱国爱澳教
育方针，现在包括很多教会的学校在内，都能正确地引
导学生。中学生的出路也比较宽，无论是到内地还是留
在澳门，升入大学的机会很多。

贺一诚也坦承，由于澳门产业比较单一，很多年轻
人大学毕业后只能选择博彩业等服务行业。他认为，在
这方面特区政府要加强引导，产业结构要与大学中的相
关课程配合好，为年轻人谋求更多的就业出路。

爱国爱澳一直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深入到各阶段
的教育中。贺一诚表示，澳门的教育界人士提出本地还缺乏一
个爱国爱澳和国情教育基地，因此希望开辟一个展示中国近
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固定展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就像澳
门每年搞一次国家安全教育展一样，应该有个固定展览。”

贺一诚表示，爱国爱澳和国情教育“光有课本不
够”，在有关的历史实物展览方面，内地的有关历史影片
要多看，年轻人要多了解国家的历史。

他说，到爱国爱澳和国情教育展馆参观可以作为学
生的必修课，让学生通过参观了解和体验，增加对国情
的感性认识，了解国家今天的发展成绩来之不易。

从立法会主席到行政长官
角色转换促行事更贴近民情

贺一诚曾任第九至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他也曾担任澳门特区第五、第六届立法会主席，经验
丰富，对国家方针政策和澳门实际情况都有着深刻理解。

“在全国人大的工作中学到了很多。”贺一诚说，除了全
国人大会议，他每年还要参加6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每
次约一周时间，因此有很长时间在北京，对国家的发展历程
深有体会。常委会中的同事们在改革开放、法律建制、国家
政策等方面，也有很多不同角度的看法，让他深受启发。

“从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包容、他们的
见识中，我可以看到国家在这些年的发展。”贺一诚说。

贺一诚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近 20年，见证了多
项法律的制定、修改、完善。他表示，这 20年是中国法
制建设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家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非常
重视，抓得很紧。

谈到从立法机关到特区行政长官的角色转换，贺一
诚表示，他曾经担任过特区行政会委员，有在特区政府
部门工作的经历，因此并不陌生。十年来在立法会的工
作经历，让自己考虑问题时更贴近社情民情，未来推出
政策前也会提醒自己是不是贴近百姓需要。

“比如说长远看这个政策是好的，但民众暂时不理解，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老百姓的担心就会减少。按
照我在立法会十年的经验，沟通和贴近，是我们的行政上面
需要做的事情。”贺一诚说。 （新华社澳门9月11日电）

团结澳门社会 融入国家大局
——访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

新华社记者 郭 鑫 王晨曦

本报香港9月12日电（记
者陈然） 首次粤港澳大湾区法
律部门联席会议12日在香港举
行，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
郑若骅、广东省司法厅厅长曾
祥陆、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
司司长陈海帆出席。

联席会议按 《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 指导方向而
设立，旨在加强三地法律交流
与协作，共同推动大湾区法律
建设工作，为企业提供更全面
和完善的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

郑若骅在会议中表示，一
国、两制、三法域是大湾区的
特点，粤港澳要把握机会体现
优势，为大湾区企业提供优质
创新、高效便捷、多元化的司
法及法律服务。她随后就如何
落实设立大湾区调解平台、拓
宽香港法律适用性等提出具体
建议。

会上，三方同意确立法律部
门联席会议的制度，由三地轮流
召开，就法律交流和协作事项商
讨工作进展和研究工作重点。

首次大湾区法律部门联席会议在港举行

自香港陷入暴乱以来，戾气滋
长的乱港分子不断升级暴力，肆意
煽动和发泄仇恨。他们处心积虑美
化暴力，标榜“违法达义”，以“反
修例”为幌子挑战“一国两制”原
则底线，随后得寸进尺、变本加
厉，肆意践踏法治，恶意破坏社会
秩序。其气焰嚣张、行径恶劣，令
人发指。

不信且看。乱港分子屡屡包围
和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和警察总
部，肆意侮辱国旗、国徽和区徽；
在挑战管治权威的同时，又恶意损
毁公共设施，阻断交通命脉，让昔
日平静的街道陷入火海，使香港陷
入动荡，严重破坏社会安宁；对守
护家园的善良市民滥施暴力，露出
恐怖主义的獠牙。

就在上周末，乱港分子再次挑
战禁制令瘫痪机场的企图未得逞
后，又转往旺角警署搞破坏。油尖
旺地区多次沦为激进示威者攻击警
队、制造冲突的“战场”。部分港铁

车站受到“疯狂式”破坏，每天服
务数百万人次的城市交通命脉，变得
伤痕累累。香港市民正常出行受严重
影响，正常生活的权利被野蛮剥夺，
他们直言乱局让人每天“提心吊胆”。

暴徒的违法行径让越来越多的
香港市民认识到，必须齐心协力遏
制暴力，否则社会将付出更加沉重
的代价。如今特区政府顺应止暴制
乱主流民意，充满诚意和善意地提
出对话，但不得人心的乱港分子愈
发铤而走险，炮制弥天大谎妄图继
续绑架民众。他们无中生有栽赃抹
黑，一会儿咬定“爆眼女”为警方
所伤，一会儿扬言港铁太子站执法
行动致人死亡，还假模假样地聚集
地铁站出入口“拜祭悼念”，并穷凶
极恶地向警方发起所谓的“报复”，
不断为暴力煽风点火。

广大香港市民要擦亮眼睛，切
勿被谣言所惑。只要冷静分析，不
难发现乱港分子谣言的虚妄。既然
言之凿凿，为何拿不出证据，却动

辄诉诸暴力恐吓，不给人调查审视
的机会？“爆眼女”为何不敢报案和
见人，拒绝让其医疗报告见光？信
口捏造“死亡”人数，为何全然不
见“死者”及其亲属信息？

乱 港 分 子 以 恶 毒 谎 言 撕 裂 社
会，更为自己加码催化暴力找借
口。这种言行，既危害民众，更让
人看清他们的卑鄙猖狂。君不见，
虽港铁车站在墙上、指示牌旁、显
示屏下方等多处显眼位置，均张贴
有香港高等法院颁发的临时禁制
令，但乱港分子公然藐视践踏法
律，不仅大肆损毁站内基础设施，
丧心病狂地威胁行车安全，甚至向
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发起攻击。

连续数月的暴力冲击，已对香
港社会造成严重伤害，止暴制乱仍
是当务之急。民众连最基本的安居
乐业都成奢望，出趟门都有被暴徒
伤害之虞。基层从业者生计受损，
甚至沦为“零收入”群体。世界知
名主题公园惨变“无人乐园”、香港

企业信心跌至历史最低、经济恐将
陷入衰退、国际形象备受打击……

香港必须尽快止暴制乱，否则
后果将更严重。爱港护港的市民要
勇 敢 站 出 来 ， 坚 定 地 对 暴 力 说

“不”，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果断执
法。任何借口都无法美化暴力犯
罪，任何形式的暴力都应受社会谴
责，任何人胆敢以身试法都不要妄
想逃脱法律制裁。

乱港分子之所以肆无忌惮，是
他们妄想有人撑腰、法不责众。只
有坚决与暴徒“割席”，才能击碎其
自我美化的幻梦，避免香港被其推
入动荡与衰退的深渊。要想免于对
暴力的恐惧，重新拥有正常生活的
权利，香港市民应以铮铮铁骨，发
出坚挺止暴制乱的最强音。

港人应发出反暴力护法治最强音
张 盼

港人应发出反暴力护法治最强音
张 盼

香江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