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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8月 13日

电 近日，香港部分激进示
威者向警方投掷汽油弹，导
致警员受伤。12日，又有示
威者阻碍香港国际机场运
作，导致这一重要国际航运
枢纽大面积取消航班。香港
主流舆论表示，袭击警方、围
堵机场等恶行严重破坏法
治、伤害经济民生，特区政府
应当以有力手段予以应对，
避免整个社会陷入经济困
局。

香港《文汇报》刊发社评
指出，激进暴力行为对警察、
市民构成全面严重威胁，试
图瘫痪管治、经济和民生。
暴力行为呈现越来越明显的
反法治、反社会的恐怖主义
特征，若进一步恶化，势必将
香港推入危险的深渊。特区
政府、警方和社会各界要高
度重视激进暴力的严重危害
性，做好最充分的准备、用好
最有力的手段，才能避免最
坏情况的出现。

社评指出，相信警方有
足够的力量遏止暴力。但只
有特区政府做好最充分的准
备，用好法律范围的最有力
的手段，才有可能争取最好
的结果。同时，所有热爱香
港、珍视法治、渴望平安的香
港市民，必须更坚定不移地
支持警方严正执法、平息暴
乱，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
府迎难而上、勇敢作为，带领
港人走出危局。
《大公报》社评认为，香

港近期的一系列恶行简直丧
心病狂，不仅践踏法治，更具
本土恐怖主义的特征。恐怖
主义是寄生于社会肌体上的
癌细胞，若不果断切除，后果
不堪设想。

社评指出，暴力解决不
了任何问题，只会引发更多
的暴力，直至衍生本土恐怖
主义。以为向暴徒示弱就可
以换来平安，只能是一厢情
愿。坐视恐怖主义蔓延，香
港将被推入万劫不复的境
地，七百多万香港市民都是
输家。香港不能再乱下去
了，所有热爱香港的人都要
放下分歧，挺政府施政、挺警
方执法，严惩暴徒及幕后黑
手，这是力挽狂澜于既倒的
唯一选择。
《信报》社评指出，种种

信息毫不含糊地显示，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不会容忍极
端暴力示威者，必要时将采取果断措施遏止“恐怖主义苗头”，
让香港恢复应有的秩序。当前，普通市民必须发挥和平理性
的思维，重新审视香港人的共同命运，一来避免个人陷入沉重
的刑事责任，二来避免集体陷入苦不堪言的经济困局。

社评指出，黑暗无法驱散黑暗，唯有光明可以，放弃暴力
是迈向光明的第一步。

对于香港国际机场运作严重受阻，《星岛日报》社评表
示，在机场示威的人士把争取自由和权利挂在口边，但他们
却没有尊重广大市民使用机场的自由和权利，完全无视市民
没法登机的痛苦。由于运作停顿，机场内的商店、饭店及服
务设施也被迫暂停，数以万计的雇员失去了上班的权利，甚
至收入和职位也受影响，难道他们的谋生权利就可以不理？

香港《经济日报》社评指出，示威者瘫痪机场，影响市民
外出旅游、留学乃至商旅计划。若堵塞机场持续，不但影响
市民日常生活，还可能打消境外旅客访港意愿，更可能影响
企业是否经香港转口货物的安排，损害香港的经济命脉。
《香港商报》时评指出，机场关乎经济民生，示威者的行

为对游客、市民、留学生及其他商务旅客都带来严重干扰，并
威胁到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若机场占领频繁发生，航
空业界就不得不考虑把航班搬迁到邻近机场去，那香港岂不
是白白自毁放弃、亲手葬送航空中心地位？面对这样目无法
纪、破坏秩序的恶劣行径，有什么理由不全力支持警方依法
处理、维持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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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记者
郜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3
日表示，大规模恶意破坏行为如果持
续，可能将香港推向“粉身碎骨的深
渊”。她呼吁社会各界反对暴力、维护
法治，待社会恢复平静后真诚对话、重
建和谐。

特区行政会议当天复会。林郑月
娥在出席会议前对传媒表示，过去一
星期，大规模恶意破坏行动在香港各
区蔓延，包括堵塞铁路、瘫痪机场、围
堵过海隧道、攻击各区警署等，使市民
出行和上下班受到影响。有人使用汽

油弹、烟雾弹等升级武器攻击警务人
员，导致警员受伤。

她指出，一些人以自由或正义的
名义，但其实不断做出破坏行为，目无
法纪，损害香港法治。这些破坏行为
让香港社会陷入慌乱局面，很多市民
担心能否正常上班上学，也有很多人
周末放弃外出消费和会友。

她批评，有人为摧毁香港法治而
大规模攻击包括警队在内的执法机
关，鼓吹仇警、黑警言论，利用一些未
经证实的图片、短片恶意攻击警务人
员，甚至将攻击蔓延到警员家属。她

强调，香港警队是香港法治的重要支
柱。这种将警方与市民摆在对立面的
做法，对香港完全没有好处。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作为一个开
放、自由、包容、经济稳定的社会，如果
暴力持续，恐怕也将出现五劳七伤，要
复原需要漫长时间，700多万人的安居
乐业、生活稳定将无以为继。

她指出，无论是要消除市民的慌
乱、恢复对香港的信心，还是要让香港
经济复原，都需要首先停止暴力。希
望社会各界放下歧见，共同反对暴力，
尽快恢复秩序。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呼吁香港社会各界反对暴力维护法治

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记者
郜婕）针对媒体报道美国会参议院共和
党领袖麦康奈尔等日前发表“暴力镇压
不可接受”“北京侵蚀港人自治和自由”
等错误言论，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
公署发言人 13日表示，美国会有关议
员无视事实，颠倒黑白，毫无根据地诋
毁中央和特区政府，向极端暴力分子发
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香港一小撮激进示威
者不断升级极端暴力行径，屡屡用极其
危险和残忍的方式袭击警察，粗暴践踏
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市民生
命安全，严重挑战香港繁荣稳定，严重

触碰“一国两制”底线。美国对自己国
内发生的袭警行为毫不手软、严惩不
贷，但对香港却故意选择性失明，把香
港警察忍辱负重、文明执法污蔑为“镇
压”和平示威。这只会让世人更加看清
美方一些政客的傲慢与偏见、伪善与冷
血、自私与霸道。

发言人指出，香港回归 22 年来，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
到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同胞真正实现了
当家做主，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权
利和自由。香港法治指数全球排名从
1996年的 60多位大幅跃升到 2018年的
第 16 位，高于美国目前的全球排名。
铁一般的事实不是美政客想抹黑就能

抹黑的。难道香港彻底沦为“暴力之
都”才是他们乐见的结果？才是他们心
中想要的自治和自由？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国
家、组织或个人以任何方式干预。任何
人都不要低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都不要痴
心妄想我们会屈服于外国干预势力的
威胁与压力。我们强烈敦促美有关政
客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
重绝大多数香港市民反暴力、护法治、
撑警队的正义要求，摆正位置，认清形
势，立即与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立
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外交部驻港公署

敦促美国会议员与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 13 日发布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
报告显示，70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
加速成网，综合运输保障能力大幅提
升。2018年末，我国高铁营业总里程、
高速公路总里程均居世界第一位。

报告显示，2018 年末，全国铁路营
业总里程达到 13.2 万公里，较 1949 年
增长 5倍。经过近十年快速建设，“四
纵四横”高铁网建成运营，我国成为世
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2018
年末，高铁营业总里程 3 万公里，是
2008 年的 44.5 倍，高铁营业里程超过

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
第一位。

公路路网四通八达，高速公路建设
成效显著。统计显示，2018年末，全国
公路总里程达到 485万公里，是 1949年
的 60 倍。2018 年末，高速公路总里程
14.3万公里，总里程居世界第一位。

我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里程世界第一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
于佳欣）商务部 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 7个月，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超 2.4 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 530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3%。

7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 548.2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 8.7%，以美元计 80.7

亿美元，同比增长4.1%。
我国吸收外资结构持续优化。据商

务部外资司副司长朱冰介绍，高技术制
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均保持较高增速。
前7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增长43.1%，占比达29.3%。其中，高
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

资分别同比增长19%和63.2%。
主要投资来源地投资增速不减。前

7个月，德国、韩国、日本、荷兰对华投资
分别增长 72.4%、69.7%、12.6%和 14.3%；
欧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18.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同比增长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

我国前7个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7.3%

8月12日，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获悉，从1999年8月12日至今，

黄河实现连续20年不断流，支撑着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图为小浪底水利枢

纽大坝下游的黄河。 新华社发
黄河连续20年不断流

据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记
者周文其、丁梓懿）七个香港航空系统
工会 13日在香港多家报章发表联合声
明，谴责 12日发生在香港国际机场未
经批准的示威活动，严重影响其他机
场使用者，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并要
求示威者停止一切在机场的非法示威
活动。

部分示威者 12日阻碍香港国际机
场正常运作，导致这一国际重要航空枢
纽大面积取消航班。该联合声明表示，
示威活动没有向警方申请及获得不反
对通知书，明显是有违香港法律的行

为，强烈要求特区政府、机场管理局及
警方以香港市民的公众利益为依据，依
法行使应有职权和落实各项执法行动，
全力使整个社会及机场尽快恢复安宁。

联合声明强调，示威者占领机场的
行为，不但损害广大机场员工生计，更
影响香港整体经济发展，呼吁会员、工
友及广大市民不要参与影响机场运作
的行动，并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一切
扰乱社会秩序和暴力的行为。

同时，联合声明呼吁参与围堵机场
行动的人士，停止一切在机场的非法示
威活动，不要再以香港的经济命脉作为

赌注，让香港社会重回和谐安宁。
13 日，香港航空也在报纸上发表

声明，强烈谴责各种公然挑战“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的暴力行为，坚决支持特
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警队严正执
法，平息一切暴乱活动，守护香港繁荣
稳定，助力香港早日恢复安宁。

发表联合声明的七个香港航空系
统工会包括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
会、香港航空货运及速递业工会、香港
航空业总工会、香港空运货站职工会、
香港机场地勤服务职工会、香港机场餐
饮业雇员工会、国泰航空服务职工会。

香港航空界

强烈谴责扰乱机场运作等恶行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13日就美方涉港恶劣言
论答记者问。她表示，相关言论罔顾事
实、颠倒黑白，唯恐天下不乱！

有记者问：据报道，12 日，美众院
议长佩洛西，参议员麦康奈尔、卢比奥，
众议员约胡等人发推特，指责香港特区
警察使用暴力镇压示威者，并妄称中国
中央政府侵蚀香港的民主和自由，请问

中方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美方一再否认香港正

在发生的暴力事件与美国有关，但上
述几个美国议员的言论向世人提供了
新的有力证据。他们罔顾事实、颠倒
黑白，把暴力犯罪美化成争取人权和
自由，把香港警察依法执法、打击犯
罪、维护社会秩序歪曲成暴力镇压。
他们还挑唆香港民众同香港特区政府

和中国中央政府对抗，真是唯恐天下
不乱！
“在美国，议员也被称为立法者，我

们不禁要问这些美国议员，你们到底是
‘立法者’还是枉法者？我们正告你们，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你们没有权力
也没有资格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你们
还是管好自己的事吧。香港不用你们
操心。”华春莹说。

外交部发言人

就美方涉港恶劣言论答记者问
空山新雨，天气渐

凉。记者来到湖北省
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
追寻当年红二十五军
长征途中建立鄂豫陕
根据地的足迹。

前往虎头岩村红
军后人李登科的家，山
路崎岖，道路泥泞，记
者深一脚浅一脚地吃
力前行。

见到李登科时，他
手中一个用报纸包裹
得严严实实的“四方
块”吸引了记者的目
光。

小心地打开层层
包裹，李登科从“四方
块”中取出一张油印
纸，介绍说这是当年红
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郧
西后印发的《什么是红
军》宣传单的复印件，
原件已交由郧西县档
案馆保存。
“红军是工人农民

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
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
是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军
队”“红军的基本主张
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
地，分配给农民”“红军
里面的人，都是工人、
农民、贫民、士兵的出
身，所以他们能代表穷
人的利益”……几百字
的一页传单，将革命的
意义和穷苦群众的命
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1934 年 12 月 ，红
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
据地长征到鄂北、陕南
地区时，为了让当地群
众能够了解红军，便油
印了《什么是红军》传
单，宣传红军的性质、
宗旨、任务以及有关政策。

郧西县原史志办主任李仁喜告诉记者，红二十五军的发
展壮大，与长征途中官兵积极宣传红军思想、传播革命精神
密不可分。1935年 2月，红二十五军在郧西召开万人军民大
会，红军“打土豪、分田产”的主张赢得了群众的支持，许多人
当场报名参加红军，其中就有李登科的爷爷李玉才。

同年夏，驻扎郧西的红二十五军准备西征北上。经组织
批准，李玉才回家看望病重的母亲。临走前，部队交给李玉
才一张传单，让他回去后继续宣传红军，扩大红军力量。

红军大部队走后，面对愈加严酷的白色恐怖，李玉才准
备进山躲避敌人搜查，临走时将宣传单交给了妻子刘立英，
并反复嘱咐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这张传单。刘立英将传单
仔细叠好，夹在族谱中，用粗布反复缠绕，包裹了厚厚一层，
藏在房梁缝隙处，用砖头将缝隙封了起来。

李登科告诉记者，其实奶奶刘立英不识字，并不知道传
单上的内容。但她说，红军来了后一直在为他们这些穷苦人
干革命、谋幸福，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手中有了田、有了
地，让一家能够活下去。红军交给的东西，无论如何都要保
存好。

李玉才藏进山里不久，反动民团就知道刘立英手中有红
军遗留下来的物品，三番五次到家里翻找，物品被砸得稀
碎。一无所获的反动民团急红了眼，将刘立英抓起来，逼迫
她交出红军遗留的物品。受尽折磨的刘立英忍着疼痛与屈
辱，没向敌人透露半点传单的下落。

这个秘密，一守便是 46年。1981年，刘立英想起了这张
保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传单，把它交给了郧西县委原党史办。
这张郧西县唯一保存下来的红军宣传单，才被外人所知。

一张红色传单，一生坚定守护，真心实意为人民的红军带
给穷苦人民生活的希望，人民则用实际行动坚定地支持红军。

84年过去了，当年的这张红军宣传单已经字迹模糊，但
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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