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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21日讯 记者
张雪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 21 日在记
者会上表示，近期美国的一些国会
议员重提涉港法案问题，对香港的
一些事务，包括对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 和 香 港 警 队 严 格 执 法 说 三 道
四。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
基本法，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
政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
事务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
权干涉。

他表示，香港回归以来，“一国
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
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香港居民的

各项自由和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
障，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士所公
认的客观事实。近期以来，香港一
些违法犯罪的暴力分子公然攻击打
砸立法机构，暴力袭警，肆意殴打无
辜市民，这些行为在任何法治国家
都是严重的犯罪，都将受到依法
惩治。

他还表示，对于香港特区政府
和警队依法捍卫法治和秩序的正义
之举，美国有些国会议员发表不负
责任的言论，一再抹黑和诋毁。请
问如果这些暴力行为发生在美国，
美国的法律、美国的警察会如何应
对？这些议员是否还要支持和纵容
这些行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
题，是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不是
统一的问题。他们的目的不是真正
关心香港人民的福祉，而是破坏“一
国两制”和香港的繁荣稳定。我们
严正要求美国国会的有关议员停止

支持、包庇暴力犯罪分子，停止干涉
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停止推动有
关涉港议案，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
和合作的事情，任何妄图破坏“一国
两制”、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都
不会得逞。

在回答有关香港政治体制改革
的提问时，臧铁伟表示，当前，香港
局势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是止暴制
乱、恢复秩序。“8·31”决定是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
决定。香港事务的处理必须在宪
法、香港基本法和相关法律规定的
框 架 内 ，在 法 治 的 轨 道 上 予 以
解决。

据悉，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就建立发言人机制举行的第一
次记者会。作为首任发言人之一，
臧铁伟在会上介绍了我国上半年立
法工作的有关情况及下半年工作安
排，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

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香港事务

乱是祸，稳是福，这是一个显
而易见的道理。但一段时间以来，
香港的暴力示威活动愈演愈烈，使
市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对
香港旅游、餐饮、酒店等服务业造
成全面冲击。那些打着所谓“民
主”“自由”旗号的暴力乱港分子
到底是为香港好，还是为祸香港。
昭然若揭。

我们从一位普通服务业者的遭
遇说起。李凯瑚，一位香港女老板，
经营一家有着 50 余年历史的茶餐
厅。老板、伙计、厨师、入货员、会
计，都由她一人承担，因此也得名

“一人茶餐厅”。6月30日，李凯瑚开
始参加撑警活动，并把撑警标语贴
在餐厅的墙上。一些示威人士发现
后，对她骚扰诋毁，她的餐厅也在美
食平台上出现大量负面评价。这家
经营了51年的餐厅，生意骤然下降。

李凯瑚是香港普通服务业者的
代表，在这场祸港乱局下，千千万万
服务业者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深
受其害。当暴徒们堵塞道路、瘫痪

交通，用砖头、铁枝、汽油弹等攻击
警察时，许多商场、公司行号、餐厅
出于安全考虑闭门歇业，但此时他
们依然要照付房租；小店老板、出租
车司机、导游们因为没有客户，一天
天“零进账”……

香港到底有多少个“李凯瑚”？
我们用一组数据说话：旅游业从业
人 员 数 量 占 香 港 总 就 业 人 口 的
6.7％，直接就业人数逾 25 万人；餐
饮服务业就业人数约 24.3 万人；零
售业就业人数约32.5万人。而每一
个普通服务业者的背后都牵动着一
个家庭，他们关店歇业、他们生计受
损，他们的家庭也难免池鱼之祸。

“李凯瑚”们的损失到底有多
大？我们接着看数据：自6月以来，
旅游团数量平均下跌超过70%，旅游
业者收入平均下跌约75%。其中，四
成受访者表示，收入下跌超过90%，
逾一成受访者表示收入为零；香港
零售业 6 月和 7 月首个星期的营业
额出现个位数至双位数的跌幅；香
港餐饮联业协会预计，仅 6、7 两个
月，餐饮业流失的营业额可能高达
约 20 亿港币，而 8 月单月的损失预
计达到约 15 亿港币；酒店入住率 6
月同比下跌三个百分点，示威区域
酒店出现退房潮。位于尖沙咀的香

港洲际酒店受影响至深，干脆给员
工在8月、9月放年假和无薪假。发
展商业的基本前提是稳定，这些数
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受影响的
生计，是一个个从业者无奈的叹息，
是全体香港市民不得不咽下的苦
果。

香港素以服务业发达闻名，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编制的
2016 年版《服务业统计摘要》，2005
年至2014年的10年间，服务业对香
港 生 产 总 值 的 贡 献 由 2005 年 的
91.3%上升至 2014 年的 92.7%。其
中，更是以金融、会计、法律和其他
专业服务实力雄厚、专业人才聚集
而享誉世界，是香港不折不扣的优
势行业。但所有这些都依赖一个稳
定、安全、有秩序的社会经济环境。
动荡不安、暴乱横生只会让投资者、
经营者、消费者倾向采取更保守的
观望态度，令经贸活动减慢，消费信
心下降，交易难度提升，资金外流压
力增加。

正如李凯瑚所说：“全香港也
好，全世界也好，核心价值最重要的
是和谐，我们要站在自己的良心上
做事。”

香港乱了，全社会都要“埋单”，
奉劝那些暴乱分子早日收手。

香港有多少个李凯瑚？
廉 丹

新华社香港8月21日电 （记
者方栋）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
长陈茂波21日表示，如果香港目前
的社会事件不能够早日停下来，会
造成失业率上升压力。失业率一旦
开始上升，会上升得很快。

数据显示，香港5月至7月经季
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2.9％，较前两
月的 2.8％微升。陈茂波在会见传
媒时表示，最近的社会事件令旅游、
零售、餐饮等相关行业的失业率尤

其受到影响。
“失业率如果要升，其实可以升

得很快，我们尽可能要采取措施避
免这些情况出现。”陈茂波说，受亚
洲金融风暴影响，香港的失业率曾
经从1997年底的2.2％飙升至1998
年底的5.9％。

谈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时，陈
茂波表示，香港拥有“一国两制”的
制度优势和法制优势，“面对国际，
我们是中国的一部分；面对内地，我

们是内地与国际接通的一道大门。
‘一国两制’优势，我们要用好及守
护好。”

陈茂波表示，在创科发展方面，
香港在高校科研力量和知识产权保
护方面拥有优势，可以和包括深圳
在内的城市进行互补合作，提升竞
争力。“我们很努力希望在创科方面
有所发展，这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多
元化，也可以为年轻人提供更多优
质就业机会。”他说。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

社会事件如持续会造成失业率上升压力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记者查文晔） 港区妇联代表联

谊会（简称“港区妇联”）第六届理事
会访京团一行 20 日来到全国妇联
座谈交流。多位港区妇联代表在受
访时对记者表示，持续2个多月的违
法暴力活动给香港社会造成巨大伤
害，希望参与其中的香港迷途青年

“停一停，想一想”，回到法治轨道上
来，不要再参与暴力活动。

港区妇联永远名誉会长、全国
政协委员王惠贞表示，香港从全球
最安全的地方，变成暴力充斥、不
安全的城市，令人痛心。此次风波
对香港的负面影响比“非典”更严
重。港区妇联作为妇女界的代表社
团，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
依法施政。当前，香港社会各界应
旗帜鲜明对暴力说“不”，帮助青
年 迷 途 知 返 ， 让 社 会 重 回 法 治
轨道。

港区妇联永远名誉会长、七星
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张心瑜表示，近

两个月的事件对香港造成非常大的
影响，现在香港经济已开始下滑，许
多店铺不能做生意，满街人心惶
惶。“特别是最近暴力分子围堵机场
的事件，我觉得特别丢丑，好像在向
全世界说香港就是这样的，我们觉
得非常心疼。还有一些暴力分子不
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觉得特别可
恨。”

港区妇联现任会长、长运制衣
有限公司董事彭徐美云说，暴力活
动破坏了香港的法治与稳定，很多
朋友说“活了六七十年，也没有试过
这种情况”，眼前的局面让香港人心
里很难过。一些年轻人有诉求可以
理解，表达诉求的渠道也很多，但使
用暴力一定是不允许的。

彭徐美云表示，25 日港区妇联
将和妇女界其他团体一起举办大型
活动，希望让社会听见妈妈的声
音。“我们想和青年沟通交流，你们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以和我们
说一说。我们也期盼用一颗妈妈的

心去聆听心声，化解矛盾，把孩子们
唤醒。希望青年们能停一停，想一
想，不要再参与暴力行动。”

港区妇联副会长、全国人大代
表陈曼琪律师指出，法治精神就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要依
法而行，一旦违法就要受到惩罚。
如果有人为实现个人的政治目的而
违法，却不需要负任何刑责，这就不
是人人平等，就是伤害了香港的法
治精神。

港区妇联理事、柏轩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税务主管熊璐珊说，这两
个月每天上班都很不方便，要先查
交通状况，确认没有堵路、示威才敢
出门。暴力分子还曾封堵税务局，
令她无法正常报税。“我呼吁年轻人
停一停，想一想，他人的生意、生活
和生计都被他们影响。希望他们不
要只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请他们
想一想，他们的行为是帮助大家打
造美好家园，还是在破坏我们已有
的美好家园？”

“希望孩子们停一停想一想”

港区妇联代表呼吁香港迷途青年能知返

针对中国香港近来发生的暴力
违法事件，海外各界人士纷纷发声，
对部分外国势力操纵、利用暴力分
子扰乱香港秩序表示强烈谴责，对
香港特区政府、香港警察和“一国两
制”表示支持，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尽
快止暴制乱，让香港早日恢复往日
的稳定繁荣。

南非开普电台在一档访谈节目
中邀请在香港实地跟踪报道的记者
托马斯·林格介绍情况，林格清楚地
指出，过去数周来，游行示威越来越
暴力化，示威者越来越极端化；参与
示威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其中许多
是学生，他们往往寻求与警方正面
直接对抗，包括设置路障，向警方发
起冲击，投掷石块等。

南非知名国际问题专家雅兹
妮·艾普瑞尔对香港激进示威者的
暴力行径感到震惊。艾普瑞尔在电
视上看到大批所谓“反修例”示威者
以极为暴力的方式冲击香港立法会
大楼，大肆破坏公共设施，损毁议事
厅，玷污国徽，侮辱国旗，感到十分
愤慨和痛心。艾普瑞尔根本不敢相
信，这是她所熟悉的香港。她说，如
此目无法纪的行为，不应该发生在
一向崇尚法治的香港。

在香港生活超过12年的南非飞
行员罗宾认为，一些媒体针对香港

警方的指责毫无道理。法律是由立
法机关制定的，警方只是负责贯彻
执行。香港警察依法执法，没有任
何可抨击之处。历史上，香港警察
多次展现其专业精神，在当前极其
艰难的情形下，也极尽克制，努力做
好工作。他支持香港警察依法维护
社会秩序。

香港的经济前景也令人忧心。
南非《商业日报》刊文称，动荡不安
的局势对香港经济造成了严重冲
击，香港经济将进一步陷入衰退。
目前，香港住宿业正经历寒冬。据
估计，8月份酒店客房销售收入将下
降50％。洲际酒店集团旗下拥有皇
冠假日酒店及假日连锁酒店，由于
抗议活动导致游客大幅减少，该公
司股价下跌近10％。

20 世纪 60 年代从香港移民澳
大利亚、目前居住在首都堪培拉的
知名华侨黄树樑表示，要警惕西方
媒体妖魔化言论，希望香港尽快恢
复社会秩序。

他表示，坚决反对在香港发生
的暴力违法事件。“现在香港发生的
事情已经超出了和平示威的界限。”
黄树樑说，在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
都不能通过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对政府的不满在澳大利亚每
天都会发生，但我没有看到澳大利

亚人像香港示威者那样采取暴力手
段，扰乱社会秩序，必须强烈谴责这
样的做法。”黄树樑表示，民主意味
着每个人的声音都可以被听到，
但不能妖魔化某些观点。

黄树樑认为，西方媒体的一些
报道具有片面性和极强的意识形态
特征。“如果在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
在澳大利亚上演，有谁会为暴力示
威者说话？很显然，如果有人攻击
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会大厦，
澳大利亚民众是绝不会容忍这种行
为的。香港示威者攻击警署，西方
有些媒体居然支持这种行为，这实
在让我感到诧异。”黄树樑说。

“香港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对
于这些彻底摧毁香港、把香港人
推向深渊的做法，我是不会默不
作声的。我坚决反对暴力，希望
看到香港重回繁荣与和平。”黄树
樑说。

针对香港近来发生的一系列暴
力事件，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
示，巴基斯坦坚信香港事务是中国
内政，支持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
区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地区
繁荣稳定所采取的措施。巴基斯坦
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遵守国际法
以及遵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本
原则。

海外各界人士谴责香港暴力示威者——

香 港 不 能 再 乱 下 去 了
本报记者 蔡 淳 翁东辉 梁 桐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8 月
21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
称中国记协）就 8 月 20 日下午少数
香港媒体记者肆意围堵、恶意阻挠
广东广播电视台香港记者站站长陈
晓前在香港警察总部新闻发布会现
场正常采访工作发表声明。

声明指出，对少数香港媒体记
者粗暴侵犯记者正当采访权益、横

加干涉其他媒体正常采访活动的无
理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对陈晓前记
者受到的不公遭遇表示深切慰问！

声明强调，新闻工作者享有广
泛、自由的人身权和充分、自由的采
访权。可是，少数香港记者肆意阻
挠其他媒体记者正常采访，对其他
媒体新闻工作者人身权和采访权恶
意侵害，是对新闻自由的粗暴践踏，

也是对民主法治制度的严重伤害。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坚决支持
新闻工作者的正当采访活动，努力
维护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强烈呼
吁香港有关方面严肃纠正少数媒体
记者违反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操
守、侵害其他媒体记者正当权益的
错误言行，营造一个公平、公正、自
由的新闻从业环境。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粗暴无理侵犯记者正当采访权益行为

七八月份是香港旅游、零售等
行业的营业旺季，但对大部分从业
者来说，这个暑期，日子格外难熬。
面对愈演愈烈的暴力示威，这群生
计受到重创的店主有话要说。

旅行团导游：
“八月份可能一文钱都没有”

“我当导游十几年了，生意从来
没有这么糟糕过，8月份可能一文钱
都没有。”香港导游周女士向记者大
倒苦水。

6 至 8 月是香港旅游业旺季。
周女士往年同期平均每月能带12到
15 个旅游团，旺季每月平均收入接
近3万港元。但是今年形势急转直
下：6月接待旅行团数量只有8个，7
月份降到4个，而8月份更是一个旅
行团都没接到。

周女士接待的旅行团八成为
内地游客，剩下两成来自东南亚和
欧美。今夏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近
30 个国家对香港发出旅游警示，
众多游客对香港望而却步。周女
士说，很多早已订好的团友延期，
或者干脆取消行程，旅行团成了

“空团”。
周女士形容今年行情“比‘非

典’那年还差”。“我们旅游行业本
来就是按季节浮动的，好多导游跟
我一样，每年就指望靠暑期旺季的
收入养活一家人。9月一到，小孩要
开学，又是一大笔开支。唉，生活
真的好辛苦。”周女士说她现在最大
的希望就是大家都停手，安安稳稳

过日子。

出租车司机：
“暴力和混乱犹如八号风球”

在出租车司机周展图看来，香
港近期的暴力和混乱对经济有很坏
的影响，“犹如打八号风球一样”。

他举例说，香港这座旅游城市，
平日里酒店一房难求，最近却有不
少酒店房价大幅下降，入住率大跌，

“我前天路过港澳码头，发现那里几
乎没有游客”。

游客大幅减少，对多个行业都
意味着打击，出租车业也不例外。
周展图说，最近两个月来，他与不少
出租车司机每天“平均少揾几百
元”，收入减少约四成。

周展图从业17年，曾目睹2014
年非法“占中”对香港经济和秩序造
成的破坏，至今印象深刻。他告诉记
者，相比当年持续79天的乱局，香港
最近的情况更加糟糕，“因为暴力更
严重”。

周展图说，他的不少同行已经
决定暂时不出工，因为“怕麻烦”。
所谓“麻烦”，不仅是不时遇到示威
引起的堵路、空等在路上、赚不到
钱，还有可能碰到暴力示威者，“万
一有人找事，打砸车辆，损失就大
了，司机也有安全风险”。

出租车司机“手停口停”，不出
工不是长久之计。周展图说，暴力
和混乱如果继续下去，“各行各业都
面临倒闭和失业潮”。

“我觉得首要是平乱，早日将那

些搅乱香港的主要人物绳之以法。”

药妆店老板：
“药品堆得都积了层灰”
“游客少了，药品堆得都积了

层灰。”九龙土瓜湾一家药妆杂货
店老板阿伟指着店门口的活络油、
止咳丸、枇杷膏等商品止不住地
叹气。

九龙土瓜湾是不少旅行团游客
访港第一站。近月香港暴力冲突不
断，导致这个原本游客众多的街区
变得冷清。记者 20 日到访土瓜湾
一带，发现偶有旅游巴士在此停泊，
不少酒楼、茶餐厅、药妆店等鲜有人
光顾。

阿伟说，从7月开始，内地游客
量大大减少，自己的生意也跌了七
八成。“我们店本来就是做游客生意
的，香港这么乱，游客不敢来，我们
当然就没饭吃了。”阿伟坦言。

示威者上周末在红磡发起游
行，阿伟只得提前关门，营业时间又
减少了几小时。阿伟说，每年就靠
着节假日赚点钱，现在游客暑假不
来了，相当于每年的收入就缺了一
大块，“再这样下去，我们小本生意
就得入不敷出了”。

“游客不来我们完全理解。本
来欢欢喜喜出来玩，何必来香港讨
不愉快呢？”阿伟说，“我也不求生意
有多好，就希望大家都不要闹了，让
我们都能安安心心赚钱。”

文/新华社记者 朱宇轩 郜 婕
（新华社香港8月21日电）

动荡的香港 难熬的八月
——香港三位店家的苦衷

人稀客少
旅业重创

图① 8月20日，中环商业区一带。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图② 2017年5月30日拍摄的人们在香港中环商业区一带参观购物。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近期一系列的社会事件使香港旅游业备受重创。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数据显示，

香港的旅客人次同比增幅已由6月的正值逐渐变为负值，8月初跌幅变为31％，香港酒店入住率
7月开始出现双位数同比跌幅，香港零售业表现预计8月滑向双位数跌幅。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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