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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港督”彭定康近日又出来对香港事务
指手画脚，竟妄称香港制订 《禁止蒙面规例》
是“疯狂之举”。英国 1723 年就出台了“反蒙
面法”，彭定康这种说辞，是否意味着英国已经

“疯狂”了数百年，或者说，他自己已经“疯
狂”到了不辨是非的地步？

口罩、头套、防毒面具等能遮脸的物件，
几乎成了香港违法暴力分子这 4 个月来每次街
头施暴的“必配装备”。原因很简单，不法分子
遮挡面部，是为了增加警方指认的难度以图逃
脱法网，同时也是自知所行被社会所不容，非
掩面匿名，怎敢做出无人性之事？

借蒙面壮胆，藏匿公开身份和社会属性而
释放兽性，原是许多暴徒的共同心理。如美国
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三 K 党，就是戴连身头套残
酷侵犯虐杀黑人。蒙面会助长暴徒戾气而增加
警方执法难度，所以英国、美国、加拿大、德
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西方国
家，无不订有“禁止蒙面法”。

其中，英国 1723 年就出台“反蒙面法”，
并实施了长达 100 年。该法规定，以涂黑等方
式遮盖脸部的行为是犯罪，严重者可被处以死
刑。在 2011 年 8 月英国发生的系列抗议示威和
骚乱中，英国政府再次引入“反蒙面法”，禁止

示威者在骚乱中蒙面，违反者必须接受警方命
令脱下面具。

4 个月来，香港违法暴力分子在街头纵
火、袭警、破坏地铁、袭扰商户、围殴政见不
同者，暴行令人发指。10 月 4 日晚，香港多个
区遭到暴乱分子的疯狂袭击，港铁多个车站被
迫停止服务，一些商店被严重破坏，商品被
抢，有暴徒如劫匪一般撬开银行闸门纵火，有
便衣警察倒地后被多人围殴并被投掷燃烧弹致
身上着火。香港特区政府制订 《禁止蒙面规
例》 并于 10月 5日零时实施，是止暴制乱的必
要法律手段。

然而，西方一些政客却对暴徒的恶劣行径
视而不见，只顾指责香港特区政府“镇压”，污
蔑香港“民主人权”受损。莫非在他们眼里，
只有暴徒才能拥有“人权”，而广大香港市民最
基本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是“人权”？

彭定康们能否解释，为何禁止蒙面游行在
英美是理所当然，在香港就是“疯狂之举”
了？显然，这已经不是“双重标准”，而是毫无
标准、毫无道理可言了。香港暴徒尚且知道用
面具遮脸，彭定康们却是“裸奔”出场，不顾
如此清楚的事实与道理，硬要颠倒黑白。某些
西方政客真应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脸都不要的

丑态。
彭定康身为“末代港督”时，就处心积虑

通过行政手段在香港“埋雷”，给中国中央政府
和未来的香港特区政府增加管治难度。卸任
后，彭定康依然放不下“继续统治香港”的执
念，一再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并毫无例外地
总是鼓动香港事态往“乱”而非“治”的方向
发展。

事实是，西方一些政客和彭定康一样，在
意的根本不是香港的“民主人权”，而是一己之
私。对他们而言，香港越乱越好，水越浑才越
好摸鱼。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搞乱、控制香
港，进而牵制、遏制中国。

今天的中国国力强盛，全国人民上下齐
心。按照基本法规定，中央有足够多的办法、
足够强大的力量迅速平息香港可能出现的各种
动乱。西方政客那一套策动“颜色革命”的伎
俩，对香港不管用。彭定康们搬起的石头，最
终只会砸在自己的脚上。

彭定康，别再给香港“埋雷”了
王 平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查文晔、苏晓） 赴京
参加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会观礼的香港青年代表
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庆阅兵式和群众游
行非常震撼，令他们更深入了解国家 70年发展取
得的光辉成就，加深了他们的爱国情怀，更加坚
信香港应该与祖国同行。

香港知名青年设计师、青年发展委员会委员
余婳表示，阅兵仪式令人震撼，现场气氛十分热
烈。“特别是在唱国歌环节，当在天安门广场的所
有人一同唱响国歌时，歌声嘹亮雄壮，庄严肃
穆。那一刻我心潮澎湃，深深感受到爱国情怀，
非常震撼。能出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是多么幸
福，每个人都应好好珍惜和维护。”

“看到老一辈的付出，我眼眶一热，深深感受
到新中国70年走过的峥嵘岁月很不平凡。没有前辈
们的牺牲奉献，就不会有今天的和平、繁荣和稳
定。”余婳说，他们的功劳，应该永远被后辈记住。

江苏省政协委员、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常务副
主席容思翰表示，很荣幸获邀参加国庆观礼。“1
日清晨，我们步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当国歌奏
起，望着飘扬的五星红旗，与全广场众多的内地
同胞一起唱着国歌，这是我首次有如此震撼的经
历，心里真的很澎湃。祝愿国家未来繁荣兴盛，
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和平领导者。”

他说，作为一名香港青年，这次参加观礼除
了能亲身见证国家在军事上的强大和先进外，更
重要的是给了他很深的家国情怀。正所谓“读万
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希望广大香港青年除了从媒
体和书本上认识国家外，也能亲身踏足中华大
地，感受中华文化，了解国家历史和未来发展。

“90 后”青年、香港青贤智汇主席谢晓虹说：
“今天我们可以骄傲地向建立新中国的前辈们说，
中国如你所愿！强大的祖国为百姓带来满满的安
全感和幸福感。今天，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
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她表示，在国家发展腾飞的历史进程中，总
会看见香港青年的身影。“一国两制”已进入新时
代，香港青年应肩负起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的使命，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创新热土上，更
好地去贡献、报效祖国。经历过风雨的香港在祖
国的大力支持下，只要坚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就一定能看见彩虹。

赴内地发展港青代表朱嘉盈表示，来内地发展短短4年间，看到内地在
科技发展上速度惊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深深觉得国家越强大香港
就会越来越好。

“内地有更优惠的创业政策和更广阔的就业前景，每一个有梦想有目标
的年轻人都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机遇，所以香港年轻人应好好把握机会，多
往内地发展，拓展视野，给自己更多的成长空间。”朱嘉盈说。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晓峰表示，香港地理位置优越，在金融、商业、
航运、法律仲裁等方面都具有独特优势，可以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
大征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结合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力量，更积
极全面地把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进一步
发挥‘促成者’和‘推广者’的角色。将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共谱香港未来发展的新篇章！”陈晓峰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郜婕 苏晓） 经济发
展创造奇迹、减贫成就史无前例、科技创新惊
艳世界、国人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赴
京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会观礼的香港
各界代表，日前纷纷为国家70年来在各方面取
得的伟大成就点赞。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
席吴良好表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现在“强起来”，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特别是经济发展方面，经过70年
奋斗，经济总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600 多亿
元，到去年突破90万亿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货物贸易国
及外汇储备国。这些都是足以震撼世界的成绩。

对于国家“惊艳世界”的发展变化，吴良
好感受最强烈的是内地将创新科技应用于日常
生活的程度位列世界前列。

他表示，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成效显
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稳步推进。这说明随着
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
路，在全球充斥不稳定因素下，中国的综合国
力继续增长，国际地位大幅提升。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表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多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特别是最近40多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令人震撼。每次赴
内地考察或回乡，他都亲身感到人民的生活水
平显著提高，信息化深入发展，居民网上购
物、手机支付、坐高铁成为常态，城乡面貌焕

然一新。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表示，内

地近年发展一日千里，每次去不同城市都深有
感触。最近投入使用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就是
一个标志性工程，短短数年完工，从外观设计
到软件服务都是高水平，令人赞叹。

他认为，内地的机场以及跨境工程的发展
对香港的运输物流、贸易、金额等业务亦有帮
助。早前通车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
桥就是例子，直接有利于香港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朱叶
玉如表示，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巨大成
就，在航空航天、量子科学、超级计算、生物
医疗等诸多前沿领域取得重大成果，也诞生了
以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企业。目前中国的研发人员总量
已连续6年居世界第一，研发投入居世界第二。

她特别指出，内地与香港的科技合作交流
越来越频繁。去年国家科研资金“过河”，进一
步促进了两地科技领域的深度交流和合作。围
绕国家科研整体战略布局的需求，香港未来可
以进一步加深与内地合作，为将中国建设成为
世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常务副
理事长叶建明说，庆祝大会现场令人激动不
已。阅兵式展示中国自行研制的新式尖端武器
是中国步入强大的体现，更展现了中国保障发
展成果与和平环境的坚强决心。而群众游行是

中国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缩影。
他表示，70年来中国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不断增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105倍，人均增
幅达 418 倍。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实现全面
脱贫。这些数据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对比，都
是伟大的奇迹。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经纬集团副主席兼执
行总裁陈亨利指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由 1978
年的 7.7 亿人减少到 2018 年的 1660 万人，中国
已由一穷二白变成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减贫
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下，国家希望人民享有美好生活，提出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全面消灭贫困的决
心，让他感受尤深。

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永远名誉会长、交银
国际董事长谭岳衡说，作为金融从业者，亲身
参与了中国金融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现
代金融体系的建设，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只用
不到30年时间，从无到有、从规模到结构的历
史跨越。

他表示，强大的祖国是香港战胜挑战的坚
强后盾和繁荣稳定的最大机遇所在。香港要聚
焦发展，坚守“一国”原则、善用“两制”之
利，用好国家持续快速发展为香港带来的难得
机遇和强大动力，抓住建设“一带一路”、粤港
澳大湾区等重大机遇，乘势而上，以自身所长
服务国家所需。

香港各界人士点赞新中国伟大成就

为 祖 国 强 盛 自 豪

据新华社香港10月8日电 受
暴力活动影响，“十一”国庆假期来
港旅客数量大幅减少，内地访港人
数更是同比下跌 56%。香港多个行
业生意惨淡，生意额大幅下降。往
年深受香港客商和游客欢迎的“十
一”黄金周如今变成了寒冬周。

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9 月 29
日至 10 月 6 日，访港入境旅客锐
减，只录得约 264 万人，较去年同
期下跌 31%。香港特区立法会旅游
界议员姚思荣指出，入境总人数中
的内地旅客减少了56.2%，仅有60.5
万人次，而多个行业生意跌幅超过
50%至60%。

姚思荣表示，内地旅客以往到
港为首饰店、奢侈品店铺带来可观
收入，但今年暴徒破坏整个黄金
周，而且冲突往往发生在湾仔、旺
角、铜锣湾等旅游旺区，导致奢侈
品店、首饰店生意大跌60%。

铜锣湾崇光百货一带是购物胜
地，平常非节假日都会被挤得水泄
不通。但“十一”期间，顾客大幅
减少，不少店铺无人问津。

对于化妆品店来说，“十一”期
间内地旅客是重要收入来源，如今
却只能度过“十一”寒冬周。有些
化妆品店商品直接降至两折，依然

没有客人进店选购。店员感叹说：
“哪能和去年比？今年国庆假期，人
流和生意额减少了一半。”香港化妆
品同业协会会长何绍忠表示，化妆
品销售额 7 月下降 16%，8 月下降
30%，如今他已不愿估计，因为数
据实在令人沮丧。

港九药房商会理事长林伟民
说，旅游业对香港的发展尤其重
要，如今药房生意下降 70%，已经
收到很多药房倒闭的消息。暴徒破
坏港铁等交通工具，令人出行困
难，令大家生意难做。

游客减少对酒店业打击也很
大，旺区酒店入住率仅有 20%。据
姚思荣介绍，近期酒店入住率总体
只有 50%，暴力冲击核心区内的更
只剩 20%的入住率，与以往总体入
住率超过 95%，甚至一房难求相
比，简直是天差地别。“更有酒店将
原本近2000港元一晚的房价降至不
到 600 港元，就算亏损也希望提高
入住率，可见行业惨况。”

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
表示，去年“十一”假期每日约有
200 个内地旅行团，但今年每日则
只有十多个。崔定邦预计，今年全
年旅客数字都可能下跌，圣诞假期
的旅游业情况也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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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10月8日电（记者胡瑶） 记者8日
从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获悉，今年“十一”黄金周，
访澳游客逾9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11.5%。

旅游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十

一”黄金周 1 日至 7 日，访澳游客达到 98.4 万人
次。其中来自内地游客共 79.8 万人次，比去年同
期增长9.4%。

“十一”黄金周游客高峰期出现于10月5日，当

天来澳游客共16.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22%。
“十一”黄金周期间，旅游局通过“澳门旅游

数据+”网站发布黄金周期间的数据，便于游客
查询。旅游局还发送手机短信提醒游客注意事
项，并通过跨部门交流信息、加强巡查工作、印
制餐饮指南和旅游宣传小册子、设置驻点提供查
询服务等多种措施，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提高服
务质量。

新华社香港10月8日电 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8 日表示，
在过去的长周末，暴徒在香港各区
施行严重、广泛的破坏行为，包括
针对港铁和目标商户进行破坏、袭
击普通市民，以及设置非法路障并
截查车辆等，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
地步，特区政府会以最大决心制止
这些暴力行为。

林郑月娥 8 日出席行政会议前
会见媒体。她表示，暴徒的暴力破
坏行为对香港的零售、餐饮、旅游
和酒店业造成严重打击，影响共约
60万基层员工的生计。特区政府将
尽快落实早前提出的连串措施，帮
助这些行业纾困。

林郑月娥表示，暴乱已经持续

近 4 个月，必须采取一些更坚定的
行动去处理这次前所未见的恶劣情
况。订立 《禁止蒙面规例》 的目的
是协助警方执法，以及避免人们，
特别是年轻人，以为蒙面之后就无
人能辨别他们的身份而罔顾法纪，
作出违法行为。

林郑月娥强调，无论任何人，
尤其是外国人士，要评论香港现在
的情况，首先要客观地看事情，第
二是要认清事件的本质，第三希望
他们有一颗同理心，香港发生的事
情要是在其国家发生，他们会采取
什么行动。他们不能恶意批评香
港，或者为香港的暴力示威者撑
腰，说这是和平表达诉求的自由，
这是不负责任的评论。

林郑月娥：

暴徒无法无天 特区政府决心止暴制乱

澳门“十一”黄金周游客逾98万人次

受暴力活动影响

香港“黄金周”变“寒冬周”

受暴力活动影响

香港“黄金周”变“寒冬周”

今年“十
一”黄金周，
访澳游客逾 98
万人次，比去
年 同 期 上 升
11.5%。

图为10月
8 日，人们在
澳门大三巴牌
坊前游览。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