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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9 月 16 日，所罗门群岛政府召开
内阁会议，决定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

“断交”并与中国大陆建交。消息传来，引起海
峡两岸和海外舆论的高度关注。毫无疑问，所
罗门群岛作为主权独立国家自主作出的这一重
要政治决断，值得击节称赏。所罗门群岛决定
放弃台湾并与中国大陆建交，是为了自身的发
展和本国人民的福祉，是新时代中国地位和作
用上升的必然，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并不是民进党当局所说的“挖墙脚”。它再
次充分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
所趋，势不可挡。

所罗门群岛弃台，让台湾民进党当局遭到
再次上台以来的第六次“断交”打击。于是，
惊慌失措、恼羞成怒的民进党当局又一次玩起

“委过于人、制造悲情、煽动对抗”的“甩锅”
把戏，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和台当局领导
人蔡英文 16 日晚先后召开记者会“灭火”，污
蔑所罗门群岛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金钱交
易”；谰言中国大陆此举在于“打击台湾”、一
点一滴压缩台湾“主权”，“这次更刻意在‘大
选’前进行攻击，影响选举的企图昭然若揭”；
声称“面对中国的介入打压，台湾绝不受威
胁”；还借此挑拨离间，胡说大陆“打压台湾人
的国际空间，更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大
陆影响台湾选举的企图不会得逞”。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企图转移视线，嫁祸大陆，搪塞岛

内各界质疑，推卸主事者责任。
然而，经历民进党 3 年多执政“梦魇”的

许多台湾民众，早已经看破他们的手脚。岛内
舆论一针见血指出，问题症结在于民进党当局
没有把两岸关系处理好。也就是说，民进党当
局上台3年多来，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
面破坏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支持
和纵容各种“台独”活动，阻挠限制两岸交流
合作，挟洋自重，不断抛出各种充斥“两国
论”的分裂言论，肆意攻击大陆，煽动两岸敌
意，升高两岸对抗，不仅恶化了两岸关系，导
致台海形势更趋复杂严峻，而且严重损害台湾
同胞利益福祉。对此，民进党当局应反躬自
问、深切反省。

岛内舆论所言非虚，这些年两岸关系演进
的事实早已证明，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
独”的共同政治基础，是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方向和成果的根本保障。如果这一基础遭到
破坏，两岸互信将不复存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成果就会得而复失，两岸关系就会重新回到
动荡不安的老路上去。从所罗门群岛与之“断
交”事件中，民进党当局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尽速把两岸关系处理好，否则类似的事
情还会发生。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
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决议确认的
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
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近年来，冈比亚、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多米尼加、布基纳法
索、萨尔瓦多等国家纷纷与中国大陆恢复、建
立外交关系，这是对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理念的高度尊重和认可。所罗门群岛决定承认
一个中国原则，同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大陆
建交，选择与支持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的其
他 178 个国家站到一起，是所罗门群岛向前迈
出的正确而重要的一步，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流。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人民在捍卫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不可动
摇的事实和法理基础。这个原则是中国政府开
展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也是实现两岸和平统
一的基础和前提。所罗门群岛决定放弃台湾并
与中国大陆建交，再一次充分证明，随着中国
大陆国际地位的提升、影响力的扩大，国际社
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日趋巩固，“台独”分裂
没有任何空间。

几天前，在香港淘大商场附近，有蒙面黑衣
人因为被市民揭掉蒙面，落荒而逃。这段“秒
怂”视频清晰地表明：暴徒就是怕见光。此前，
香港社会要求设立 《禁蒙面法》 的呼声越来越
高。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日前也表示，特区政
府就《禁蒙面法》已听到很多意见，当局对此正进
行法律上的研究。

“打蛇要打七寸”，禁蒙面立法，宜早不宜
迟。始于 6 月 9 日的反修例风波已超过 100 天，
早偏离原点。我们质问暴力为什么、是什么，
更要解决怎么办。暴力旷日持久，暴徒之所以
在袭警或打砸公共设施时异常“勇武”，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蒙面可当“护身符”，令警方取
证更困难，使暴徒施暴时胆子更大，更加肆无
忌惮。

蒙不蒙面，当下就是界定合理诉求与暴力行
径的一个标准。合法游行示威，提出正常诉求，
是可以落落大方、不惧见光的。其实，早有香港
市民喊出“尽快订立禁蒙面法，保障和平集会权
利！”蒙面不除，社会信任难以建立。换句话
说，暴力之害，不仅在于打砸破坏，也在一定程
度上侵蚀了普通市民的合法权利。

在禁止蒙面游行示威一事上，世界各国已有
很多先例。法国、德国在内的欧洲十几国早已订
立禁蒙面法，前些天美国波特兰市就逮捕了不少
穿黑衣戴口罩的极端示威者。香港的游行示威频
次在全世界的城市中名列前茅，为确保这类游行
示威正常进行，不走上邪路，参考其他国家和城
市做法，立法势在必行。这也不涉及限制个人正
当的穿戴自由，而是要维护公共安全和他人的游
行自由，是遏制街头暴力愈演愈烈之必要的预防
举措。

从三年多前的旺角暴乱以来，特区政府就在
研究禁止蒙面游行示威，这一次，希望特区政府
不再犹豫、当断则断，也希望香
港社会各界痛定思痛、形成共识。

香港不能任由一帮见不得光
的 人 胡 来 了 。 拒 绝 蒙 面 ， 香 港

“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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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观察

新华社广州9月17日电（记者
毛鑫） 记者17日从广东省公安厅了
解到，粤港澳三地警方10日至11日
同步开展“雷霆 2019”第一次统一
清查行动，共清查娱乐场所9000余
处，缴获各类毒品18千克、各类枪
支 150 支，查获走私红油 29 吨，抓
获涉案嫌疑人710余人。

自 2000 年以来，广东、香港、
澳门三地警方每年例行开展“雷霆”
系列专项行动，以打击跨境犯罪为主
要内容，目前已成为粤港澳警方加强
警务协作、密切信息交流、共同打击
跨境犯罪的“品牌”行动。

据了解，“雷霆 2019”联合打击
行动以来，粤港澳三地警方成功摧
毁多个跨粤港、粤澳的犯罪团伙。
比如深圳、香港两地警方成功破获

“7·10”跨境贩毒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 17 人，其中香港籍犯罪嫌疑人 3
人，斩断了一条跨粤港两地的容
留、贩卖、运输毒品犯罪链条。珠
海和澳门两地警方成功打掉一个跨
粤澳两地的贩毒网络，抓获犯罪嫌
疑人37人。

“ 雷 霆 2019” 行 动 期 间 ， 广
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等地
公安机关紧盯“套路贷”等新型涉
黑涉恶犯罪，成功打掉“套路贷”
犯罪团伙 16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40 余人，破获刑事案件 20 余起，
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逾9300万元
人民币。

广东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广东警方将与港澳警方通力协
作，继续组织开展好“雷霆 2019”
第二阶段行动，进一步巩固、扩大
统一清查行动成果。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正逐步落实，有越来越
多香港企业与内地企业开展合作，就需要有了
解两地司法的专业人士从中搭建桥梁、促进合
作，这是一个趋势。”来自香港的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专业大四学生梁晶近日在北京受访时说。

3 年前，手握香港和内地高校 3 份“offer”
（录取通知） 的梁晶，毅然选择北上，“当时就
觉得在北京念书视野会更开阔。”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共有 1.57 万名
香港学生在内地 300 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学
习。今年，361 所内地高校共录取香港学生
7000多人。

曾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咨询、仲
裁、立案、上庭，梁晶全程参与了劳动争议案
件办理，了解内地司法流程，“越来越多的人认
识到应该用法律维护权益，我对劳动法比较感
兴趣，相信在大湾区也有用武之地。”

即将结束本科生活，这位24岁的香港女生

已有清晰的职业规划。除参加内地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她还积极准备申请香港高校的法律硕
士，希望未来成为了解两地司法的法律顾问，
服务大湾区。

认识国家发展机遇，把握个人前进方向。
这是数位受访香港学生的共同想法。

“会选择继续深造，报考海商法专业研究
生，相信香港人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能
发挥一定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大三港
生潘浩荣这样想象未来。

内地的快速发展吸引着潘浩荣，“前年7月
在赴京上学前，我去了雄安新区，当时那里基
本没有人；今年 7 月再次去，那里已经建起高
架桥。一切都在路上，等待出发。”

进入中国政法大学前，张永强从未到过内
地。说服抱有疑惑的父母，他背起行囊来到北
京。不会讲普通话、不会写简体字、不会用输
入法……张永强入学伊始有些不适应，“我一直

生活在粤语和英语的环境中，在课堂上听到普
通话时，要先在心里转换成粤语才行。”多花时
间预习复习、与内地同学老师交流，一年时间
过去，张永强的普通话已经相当流畅，少了很
多沟通成本。他说，越来越习惯在北京的学
习、生活，对法律也越来越感兴趣。“如果再让
我选择一次，还是会来北京。”

未来，还将有越来越多的香港同学走进内
地校园。中国政法大学今年共录取香港新生94
人。该校港澳台教育中心副主任曾涛介绍说，
在香港，法学是热门专业，内地提供了更多选
择，帮助一些同学实现个人专业追求。目前中
国政法大学共有在校香港学生 193 人，招生人
数稳步上升，法学专业在校港生人数居内地首
位。他表示，大部分2019年毕业的香港学生选
择留在内地深造、发展，未来学校还将推出更
多惠及港澳台学生的措施，便利他们在这里求
学、就业。

港生北上 冀以专业促两地合作
王捷先 郑 巧

粤港澳警方开展“雷霆2019”行动

本报北京9月17日电（记者张
盼）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7日就所
罗门群岛政府决定同台当局断绝所
谓“外交关系”并同中国建交表
示，外交部发言人已就此发表了谈
话。所罗门群岛根据自己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作出正确决定，我们表示
高度赞赏。事实一再证明，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
趋、势不可挡。

马晓光指出，我们要强调的
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
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
基本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

识。民进党当局妄称什么“金钱外
交”“政治打压”，完全是自欺欺人的
谎言，目的是转移视线；企图在国际
上离间生事，更是不自量力。无论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绝不可能
拿一个中国原则做交易！任何有国
际视野和常识的人都清楚这一点。

马晓光表示，“九二共识”的共
同政治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
果遭到破坏，民进党当局难辞其
咎。要真正维护台湾同胞的利益福
祉，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只有
回到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
基础上来，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坚持一中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新华社澳门9月 17日电 （记者
郭鑫） 由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的

“启航廿载齐见证——新闻工作者协
会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新闻图
片展”17 日在澳门国际机场离境大
堂举行开幕式。

本次展览精选 120 余幅新闻照
片，分为“濠江新貌”“廿载掠影”

“经济飞腾”“幻彩之城”“社会民
生”五个主题，记录了澳门回归 20
年来的发展轨迹、人文风物，作为澳
门新闻工作者协会向回归祖国 20 周
年的献礼。

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长余健

栋在致辞时表示，回想 20 年前，澳
门回到祖国怀抱，澳门特别行政区成
立，按照基本法启航前行，实践“一
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开
创时代新篇章。20 年来，澳门新规
划兴建的现代建筑物，与古旧的历史
城区相映成趣，新颖欢乐的节庆活
动，与传统的宗教习俗礼仪和谐包
容。这些都一一记录在澳门新闻工作
者的镜头中。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特区
政府新闻局局长陈致平、澳门新闻工
作者协会会长陆波等出席开幕式。本
次图片展将持续到9月30日。

新华社香港9月16日电 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6 日表示，
相信在中央的支持下，在社会各界
的包容和理解下，在特区政府与各
方展开真诚对话后，香港一定会跨
过难关。

林郑月娥当日出席香港中华出
入口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酒会并致辞说：“国家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不论在经济、
社会、民生等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
发展。回望过去，香港一直发挥担
当起连接内地与全球其他国家的角
色，把海外企业‘引进来’，并协助
内地企业‘走出去’。展望未来，我
们将继续抓紧机遇，积极参与国家
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
路’建设，务求为‘国家所需’发
展‘香港所长’。”

林郑月娥表示，目前香港正处
于外忧内患之际，受到中美经贸摩
擦的影响，香港进出口贸易、运输

物流业和相关行业前景仍然困难；
加上过去数月香港面对极为严峻的
局面，对经济、民生、对外经贸关
系、旅游、零售等都不可避免产生
负面影响，使香港已经下行的经济
情况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说是雪上
加霜。特区政府十分关注中小企及
市民在疲弱的经济环境下所承受的
压力。财政司司长在上月宣布了一
系列“撑企业、保就业、纾民困”
的支援措施，希望能够帮助企业和
市民面对经济下行带来的挑战。

林郑月娥强调指出，粤港澳大
湾区是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下的重
大发展战略；香港在大湾区的定位是
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
空枢纽。通过融入大湾区的发展，我
们会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
业务枢纽和国际资产及风险管理中
心的功能，并大力发展创科和国际法
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从而进一步提
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林郑月娥：

香港一定会跨过难关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图片展

香港戏剧界
国庆筹备委员会
9月 16日晚举行
联欢宴会，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 立 70 周 年 。
图为来自香港中
文大学和声书院
京昆班的同学表
演节目。

新华社记者
卢 烨摄

欢

庆

据新华社广州9月17日电（周
强、梁一帆）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首届粤港澳大湾区
集邮展览将于 9 月 26 日至 10 月 7 日
在广州举行。届时，中国邮政将发行

《粤港澳大湾区》特种邮票1套3枚。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广东省分公

司副总经理陈明志介绍，邮票虽
小，却是传播文化的载体，本次集
邮展览将是广东省历史上内容最全
的一次集邮展览。

截至目前，已有 31 个省份集邮
协会及全国行业集邮协会申报参展，
送展展品达1059框。其中，内地展品
1024框、香港展品15框、澳门展品20

框，展品总价值超过5亿元。
据介绍，“慈禧寿辰六十周年”

试色印样三件 （费拉尔签名）、中国
第一套邮票——海关大龙邮票、梅
兰芳邮票小型张设计图稿、清代棕色
印花版票（红印花试印票）等23种中
国珍邮将在本次展览中同步亮相。其
中，中国第一套邮票——海关大龙邮
票在 6 月份举办的中国 2019 世界集
邮展览中摘得传统类大金奖。

本次集邮展览主题为“壮丽七
十载，湾区共腾飞”，分为开幕日、
科技湾区日、便捷湾区日、人文湾
区日、壮丽70年成就日、全民互动
交流日等多个主题日。

粤港澳大湾区集邮展将在广州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