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潔篪：港事絕不容外力干涉
強調中央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處置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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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潔篪就近期涉及香港有關問題接受新華
社記者採訪。

楊潔篪表示，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得到
切實貫徹落實，香港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征程，與祖國共同發展，繼續保持繁榮穩
定。
他指出，事實證明，「一國兩制」實踐取得

舉世公認的成功，「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
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
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將
繼續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他說，今年6月以來，圍繞修訂《逃犯條
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問
題，香港發生了數次較大規模的遊行集會活
動，其間一些激進示威者蓄意挑起、製造暴
力事件，嚴重威脅公眾安全，對香港的法
治、社會秩序、經濟民生和國際形象造成了
嚴重影響。「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
府依法處置。」

西方國家煽風點火圖亂港
楊潔篪批評，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在

香港的修例風波中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不

斷就香港局勢煽風點火、妄加評論，還安排
高級官員會見反中亂港頭面人物，為香港激
進暴力分子的違法行為撐腰打氣，竭力破壞
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安全。
他說：「上述行徑是對中國內部事務的粗

暴干涉，是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
公然踐踏，也嚴重損害中國與這些國家關係
的健康發展。中方對此表示強烈憤慨和堅決
反對。」
楊潔篪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

何外國政府、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預。
他說：「我們絕不容許外部勢力破壞香港

的繁榮穩定。任何企圖搞亂香港、損害中國
良好發展局面、阻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圖
謀和行徑都是注定要失敗的。我們嚴正要求
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政府遵守國際法和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恪守自身作出的不插手香港
事務的承諾，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
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

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指出，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政府、組織和個

人都無權干預，絕不容許外部勢力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他同時強調，中央

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特區政府依法處置近期發生的暴力事件。

近期香港激進示威
者暴力行徑不斷升
級，對香港的法治、
社會秩序、經濟民生
和國際形象造成嚴重

影響。多位內地專家日前接受新華社
記者訪問時表示，香港的當務之急是
依法懲治暴力違法行為，盡快恢復社
會秩序，維護好營商環境，維護好特
區繁榮穩定局面。

李貞兵：暴力違法治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港澳所副

所長李貞兵認為，香港是一個多元化
社會，對問題存在不同意見甚至重大
分歧不奇怪，但惡意製造對立、對
抗，激化社會矛盾，製造紛爭，甚至
勾結外部勢力，鼓吹暴力、破壞社會
安寧，只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
損害廣大市民普遍利益。任何為暴力
行為開脫的說法，都是違反法治原則
的。
他認為，香港各界應充分行動起
來，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暴力，堅決
守護法治，支持特區警方、有關部門
和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違法行為，
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責任，盡快恢
復社會正常秩序。

田飛龍：社會須自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國兩制」法
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認為，香
港激進示威者以為拿「民主價值」可
以給一切暴行發放「許可證」，這是
極端幼稚、極端可悲的政治病態心
理。這些暴力分子企圖癱瘓香港管治
及法治秩序的所作所為，嚴重破壞香
港繁榮穩定，觸及「一國兩制」原則
底線，也動搖了香港的核心價值。
他說，香港社會必須從維護法治和

社會價值的角度展開「自救行動」，
清醒認識到當前事態的嚴重性，共同
反對和抵制暴力，力挺特區政府守住
法治底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
支持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構依
法懲治暴力犯罪。

李曉兵：齊聲反暴力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曉兵表

示，當前香港最迫切的就是要想方設法
恢復秩序，這不僅是特區政府管治團隊
要做的事，也是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要做
的事。香港社會各界要用一種「匹夫有
責」的態度，旗幟鮮明表明自己的立場
和看法，對違法行為說「不」，齊聲反
對暴力違法行為，共同維護家園安寧，
保障香港長遠利益。

郭萬達：利益受衝擊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

萬達認為，香港激進示威者的暴力違
法行徑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嚴重影響
香港的國際形象、營商環境和城市安
全。不斷的暴力示威行為，讓遊客不
敢來、投資商不敢來、談生意的不敢
來，整個香港的利益正受到衝擊和影
響。香港的當務之急就是回到理性、
法治、民生、發展的軌道，盡快恢復
社會秩序。

蘇曉暉：西方圖亂港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

究所副所長蘇曉暉認為，近期英美
等國一些政客就香港問題頻頻發表
言論，西方一些所謂「民權組織」
顛倒黑白、攪動輿論，香港反對派
甘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馬前
卒，挾洋自重，對中央政府和特區
政府施壓。香港民眾對此要擦亮眼
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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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軍防暴演練 展示護港決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
記李希表示，長期以來為促進香港
繁榮穩定，廣東省按照中央決策部
署做了大量實實在在的工作，協助
香港解決了許多具體問題。廣東將
繼續竭盡所能支持香港，為促進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努力。
李希前日在廣州會見了由名譽團

長戴德豐、團長霍啟山帶領的香港
廣東外商公會青委會廣州訪問團。
他希望大家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堅決支持林鄭月娥行政
長官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
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決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構
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堅決支持
愛國愛港人士捍衛香港法治的行
動，帶動更廣泛社會力量，旗幟鮮
明反對和抵制暴力犯罪，堅定守護
香港法治和社會穩定，為香港發展
注入更多正能量。廣東將與港澳一
道，強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不斷增進三地民生福祉。
訪問團成員表示，將堅定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守護法治、維護
穩定，積極投身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發揮外商公會優勢推動經濟發
展、民生改善、社會穩定，在助力
大灣區建設的同時實現自身發展。

李希：粵續力挺 促港繁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解放軍
八一建軍節前夕，駐港部隊在官方微博上
發佈一則最新宣傳視頻《不忘初心 守護香
江》，引起香港社會廣泛關注。影片中有
解放軍防暴演練畫面，解放軍模擬驅趕一
班「示威者」，舉起香港警察慣用的警告
紅旗，並用廣東話講出「後果自負」，最
終將「示威者」拘捕。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昨日回應強調，解放軍駐港部隊將繼續
成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定海神針。
昨日在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
提問，7月31日，解放軍駐港部隊發佈一
則視頻，裡面提到一些關於維穩的內容，
這是否釋出軍方會進行維穩的態度？

中央堅決支持港警嚴正懲暴
華春瑩表示，7月31日，解放軍駐港部
隊舉行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2周年
招待會，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陳道祥少
將在致辭中有一些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鼓
舞人心的表態。「到底怎麼去解讀，我覺

得你不妨去問問軍方負責人。」
華春瑩指出，中央政府的立場是一貫和

清晰的。正如陳道祥少將在致辭中指出
的，中央政府堅決貫徹香港基本法、駐軍
法，堅決支持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帶領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
法，堅決支持特區政府有關部門和司法機
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堅決支持愛國
愛港人士捍衛香港法治的行動，堅決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
她說：「我們相信，解放軍駐港部隊將

繼續成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定海神
針。」

駐港部隊微博：保港長期穩定
駐港部隊在官方微博上發佈的這則視頻

《不忘初心 守護香江》，全長約3分
鐘，分為「枕戈待旦鑄鐵拳」、「厲兵秣
馬定風波」、「軍民攜手築同心」等篇
章，內容包括駐軍進行陸、海、空實戰化
演習，還有駐軍所開展的一系列突發演

練、聯合反恐演練、平暴制亂戰術演練等
情況。有關防暴演練的畫面中，解放軍模
擬驅趕一班「示威者」，舉起香港警察慣
用的警告紅旗，並用廣東話講出「後果自
負」，最終將「示威者」拘捕。
這則視頻還配註一段文字寫道：「我們

是誰？駐香港部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體
現，是維護『一國兩制』的重要力量，
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我們在
做什麼？聚力備戰打仗，苦練殺敵本領，
始終保持弓滿弦、劍出鞘的進擊狀態！我
們有決心、有信心、有能力堅決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有決心、有信
心、有能力堅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
早前，駐港部隊司令員陳道祥在前晚舉

行的「八一」建軍節招待酒會上致辭時，
對近期香港發生的一系列極端暴力事件表
示強烈譴責，強調駐軍將堅決支持香港警
方嚴正執法，堅決支持特區政府有關部門
和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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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暴演練中，以軍車撞開障礙物。 視頻截圖■駐港部隊模擬演練驅趕一班「示威者」。 視頻截圖

美聯儲降息0.25個百分點，並宣佈8
月1日起提前兩個月結束「縮表」。這
是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的首次降息。
美國貨幣政策轉向，開啟全球新一輪量
化寬鬆，吹脹資產泡沫，帶來金融市場
的不確定性。更令人憂心的是，美聯儲
此次減息是屈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施壓
的「政治減息」，特朗普破壞美聯儲獨
立運作的傳統，為連任不斷要求美聯儲
加大減息次數和力度，令美聯儲淪為特
朗普的政治工具，喪失正常、應有的調
節經濟功能，導致美國貨幣政策信號混
亂，為全球金融市場及經濟帶來最大風
險。

美聯儲宣佈減息之後，特朗普即發推
文批評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令人失望，指
減息太少。在此次議息前，特朗普已強
烈敦促美聯儲大力減息，批評聯儲局作
出大量錯誤決定，令美國與歐洲及中國
競爭時落於下風，又指美聯儲加息時機
太早、幅度太大，量化緊縮更是另一大
失誤，令美國正當經濟好轉時，白白錯
失創造驚人財富的機會。特朗普向美聯
儲獨立性的挑戰，加劇外界對美聯儲喪
失獨立運作傳統的擔心。

事實上，目前很難找到一個很有說服
力的降息理由。減息通常在經濟和股市
低迷時發生，但目前美國三大股指皆創
歷史新高，道指衝上27,200多點的歷史
高點。鮑威爾也表示，美國經濟目前表
現良好，今次減息是經濟周期中的政策
調整，目標為支持經濟保持擴張，形容

此次減息的決定與以往開啟漫長的減息
周期不同。研究顯示，自2009年6月開
始，美國經濟周期已擴張10年或達120
個月了，且這種經濟擴張周期並未結
束，為美國經濟史之最。正因如此，兩
位美聯儲成員投票反對減息，他們更希
望維持利率不變。

特朗普直接對美聯儲下指令早已成常
態。去年9月美聯儲決定年內第3次加
息後，特朗普在 3 個月內密集「開
炮」，10多次公開表達對美聯儲加息政
策的不滿。去年12月20日，美聯儲一
如市場預料加息四分之一厘之後，特朗
普更多次徵詢顧問，可否炒掉鮑威爾。
聖誕節前夕道指急跌，特朗普馬上批評
美聯儲對市場缺乏認知，不理解貿易
戰、強美元及聯邦政府停擺的影響。特
朗普頻頻干預，令美聯儲作決定時猶豫
不決、進退失據，傳遞混亂信號。鮑威
爾一方面表示今次減息是一次周期內的
政策調整，另一方面又表示對減息不止
一次持開放態度。

特朗普之所以不斷施壓美聯儲要大手
減息，在於他欲將美元作為競逐連任的
武器，刺激美股屢創新高，粉飾經濟繁
榮，製造在他治下美國迎來「史上最佳
經濟環境」氣氛，已經令「美國真正強
大」，吸引選民支持他做多四年。但這
種違反經濟規律、市場規律的人為操
控，效果料會適得其反。昨日減息被市
場解讀為美國經濟重陷衰退，道指、納
指大幅下挫，就是一個警號。

特朗普政治化減息 加劇市場風險
個別與反對派關係千絲萬縷的公務員發起今晚政治

集會並呼籲罷工，特區政府、公務員事務局昨日均發
聲明強調，絕不接受任何衝擊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的
行為，當局做法令人欣慰、值得肯定。反對派、縱暴
派煽動所謂公務員政治集會，鼓吹全港「三罷」行動
（罷工、罷課、罷市），是他們組織的「第三波抗
爭」，企圖進一步打擊管治、癱瘓經濟、擾亂民生，
逼政府徹底「跪低」。這些行動的惡劣意圖在於，要
將全港市民捲入政爭，被迫作政治歸邊，將對立仇恨
深植所有普羅大眾心中，造成深刻的嚴重撕裂，令香
港從此政爭難息、永無寧日。社會各界必須看清、警
惕「三罷」的深重危害，堅決抵制，切勿讓香港跌入
萬劫不復的政治深淵。

定於今晚舉行的所謂公務員集會，以少數公務員
騎劫整個公務員團隊，背離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
和傳統，製造公務員分化、對抗政府的假象，為反
修例激進抗爭推波助瀾，加上罷工、罷課、罷市多
箭齊發的新一波抗爭惡浪，目的是讓政府管治失
效、香港經濟癱瘓、市民生活苦痛，最終政府在難
以承受的巨大壓力下，無奈答應反對派、縱暴派的
不合理要求。

目前中美貿易戰前景未明，本港暴力示威衝突愈
演愈烈，經濟前景續受困擾。根據統計處公佈，本
港首季和次季GDP均是按年增長僅0.6%，為2009年
第三季以來近10年最差，經濟急速放緩、投資者信
心動搖，情況令人擔憂，而修例風波對經濟的衝擊
尚未全面反映。若各種政治集會、罷工、罷課、罷
市還不收手，暴力衝擊還不停止，反而「遍地開
花」、全面鋪開，導致政府完全無力刺激經濟發
展，本港和外資對投資香港的信心持續下滑，香港
經濟必然雪上加霜，企業收縮、裁員潮起，受害的

只能是全體港人。

本港是包容開放的國際都市，尊重多元文化和價
值觀和諧共融。可是，假借反修例的激進暴力運
動，發展到把普羅市民、學生、商戶通通捲入政治
漩渦，逼市民要在支持政府和反政府之間作出選
擇，造成水火不容的對立對抗，父母子女、親朋好
友都可能因政見不同而反目，本港包容和諧的社會
基礎蕩然無存，這才是政治集會、罷工、罷課、罷
市等政爭對抗的最可怕之處，勢必令香港撕裂的傷
口流血不止、難以癒合。

目前散落在全港各區的連儂牆，大肆散播仇警、仇
政府的負面情緒，一再引發暴力衝突；「不合作運
動」令到地鐵、機場、商場淪為口角、武鬥的場所，
香港文明有禮、講道理的社會環境嚴重受損。若激進
歪風持續氾濫，變本加厲，難免人人都要表態，個個
不能置身事外。在這種極度惡劣的社會氣氛熏染下，
爭拗、對立、仇恨的種子會逐步植根市民心頭，誰敢
擔保香港不會出現國外某些地區和城市不同種族、不
同信仰之間有你無我、勢不兩立的尖銳矛盾。

要防止香港陷入嚴重撕裂、尖銳對立的困境，如
今社會各界必須竭盡所能扭轉形勢，攜手抵制違反
法治、違反規範、違反人倫的政爭惡行。政府強調
不接受任何衝擊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的行為，表明
會對任何公務員違規的情況，按既定機制嚴肅跟
進；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亦向全體公務員發
信，表示「絕不認同同事以公務員名義發起或參與
政治集會和罷工」。在此敏感而關鍵時刻，政府態
度鮮明強調公務員應恪守政治中立原則，共同努力
維護公務員隊伍核心價值，發揮出明辨是非、揚清
激濁的示範作用，有利激勵社會各界、沉默大多數
敢於發聲，凝聚強大民意，抵制形形色色的政爭撕
裂和暴力惡行，有效維護政府運作、社會穩定，保
障港人利益。

堅決抵制「第三波抗爭」 防範香港更嚴重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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