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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日傍
晚，一些喪心病狂的暴徒竟公然拆下當地旗
杆上的一面五星紅旗並拋入海中，隨後暴徒
又將寫有「香港獨立」的旗幟綁到旗杆上。
這一侮辱國旗的惡行，激起了包括香港廣大
愛國市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的強烈憤慨。昨
日，內地央媒人民日報、新華社、央視、環
球時報等均就此發表評論，指五星紅旗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暴徒們令人髮
指的暴行，公然踐踏國家的尊嚴，是對包括
廣大香港市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侮辱，
是不可饒恕的犯罪，必須嚴懲不貸。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挺警制暴
人民日報將於今天刊出評論員文章《堅決
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制止暴力》指出，一
個多月來，香港反對派和激進暴力分子蓄意
製造暴力事件，已經完全超出了和平示威的
範疇，脫離了訴求軌道、扭曲了事件本身。
種種跡象顯示，激進暴力分子根本不是為了
反修例訴求，根本就在搞亂香港、搞衰香

港，摧毀「一國兩制」。香港當務之急是堅
決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制止暴力，盡快恢
復社會安定，維護香港良好法治。
評論強調，任何文明和法治社會都不會容

忍暴力橫行。暴力衝擊行為已嚴重威脅香港
公眾安全，對香港法治、社會秩序、經濟民
生和國際形象都造成嚴重影響。希望廣大香
港市民清醒地認識到當前事態的嚴重性，對
激進暴力分子堅定說「不」，對企圖摧毀
「一國兩制」、搞亂香港、搞衰香港的勢力
堅定說「不」，堅決阻止他們禍害香港的行
徑，堅決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制止暴力。
評論又讚揚香港警隊堅守崗位、恪盡職

守、無懼無畏、忍辱負重，令人敬佩，其專
業精神值得香港市民的讚許。重申中央政府
堅定地支持香港警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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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時評：底線不容觸碰
新華社發表時評《底線不容觸碰—誰破壞

「一國兩制」誰就將受到歷史的審判》指
出，在香港這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
竟然發生公然侮辱國旗的事情，令人震驚、
痛心和憤怒！這不僅是任何文明和法治社會
所不能容忍的，而且這些暴徒挑戰的是中央
權威，觸碰的是「一國兩制」原則底線，踐
踏的是國家、民族尊嚴，侮辱的是包括廣大
香港市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必須依法嚴
懲。
評論正告所有試圖挑戰中央權威、破壞

「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醜惡勢力，誰敢冒
天下之大不韙，誰就要擔負歷史的罪責，並
最終被歷史審判。
評論又指，中央強調，任何危害國家主權

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
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能允許
的。
評論說，中央不會坐視不管，任由這種情
況持續下去。呼籲廣大香港市民認清極少數
激進分子的暴力危害和本質，堅決維護「一

國兩制」，捍衛法治與社會秩序。

央視快評：不能無休止亂下去
央視昨日發表快評《香港不能無休止亂

下去！》指出，過去近兩個月以來，少數
狂徒愈發狂妄，暴力行動日益猖獗，從衝
入特區立法會大樓大肆破壞到悍然衝擊中
央政府駐港機構，從污損國徽到丟國旗入
海，變本加厲衝擊法治，肆意破壞香港社
會和諧穩定。發生在香港的這一系列違法
暴力行為，嚴重挑戰國家權威，破壞「一
國兩制」原則底線，嚴重威脅香港市民的
生命財產安全，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
大局，嚴重傷害愛國愛港人士的尊嚴感
情。那些膽大妄為、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亂
港小丑，必將被依法嚴肅追責，被牢牢釘上
歷史的恥辱柱。
評論指，一小撮極端分子的瘋狂行為正在
讓善良無辜的全體港人「埋單」。如果香港
滑入「無政府主義」的泥淖，香港必將成為
臭港、死港，最終受害的是全體香港人民，
這是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絕不答應的。面對暴
行，全體港人要團結起來，以「保家園永平
安」的銳氣擔當，向暴力行為勇敢說

「不」、向亂港暴行說「不」，堅決支持香
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堅決配合香港警隊嚴
厲執法、捍衛法治尊嚴，讓美麗香港不再蒙
塵受辱。

環時社評：須堅決實施抓捕
環球時報昨日發表社評《對在現場犯罪的
暴徒須堅決實施抓捕》指出，必須打擊這些
暴徒的囂張氣焰，其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
是依法抓捕他們。圍攻警署、打砸車輛、向
警察投擲石塊、縱火等都已觸犯香港法律，
現場就能拘捕涉嫌犯罪的暴徒。「只要現場
情況允許，就該驅散的驅散，該抓捕的抓
捕，不用擔心反對派控制的那些輿論做出怎
樣的評論。」
評論說，暴徒畢竟是一小撮，儘管一些港
人在當前混亂局勢下沒有充分認識到暴力示
威的危害性，但是能夠出手實施暴力的人肯
定很有限。香港警察對這樣的人應當有一個
抓一個，可能在實際情況中做不到，但這須
是堅定不移的原則。少數暴徒能夠亂香港於
一時，但他們絕對做不到徹底顛倒香港的秩
序，他們休想奪取香港的政權，按照他們的
意志改寫香港的法律和規則。

上周六（3日）晚上，在油尖旺、黃大仙
被高舉「港獨」旗幟的「換裝」黑衣人

搗亂之際，有市民在中環歷山大廈一高級餐
廳發現黎智英等人與一外國男子碰頭密斟，
在席者還有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民主黨「老
鬼」何俊仁及李永達。
據《大公報》報道，有爆料人稱， 黎智英
席間大聲說：「Welcome to HK and well
done with the situation！（歡迎來香港，對現
時局勢做得很好！）」似乎眾人是在談論香
港社會現況，並對此亂局感到「滿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批評，「禍港四

人幫」及公民黨、民主黨之流，勾結外國勢
力，公然出賣港人，從過去「閃閃縮縮」，
到近日「開宗明義」，廣大市民應該認清其
賣港真面目，不要受騙。

盧瑞安：黎夥「港獨」證據確鑿
他更指出，黎智英之流與「港獨」同流合

污，「一次又一次」搞亂香港，證據確鑿，
當局應該立即採取行動，不要讓這些危害國
家及特區政府之徒逍遙法外，橫行無忌。

王國興斥黎「蛇鼠一窩」

東區區議員兼「23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
直斥，黎智英之流「蛇鼠一窩」，口中說出
各類花言巧語，實際上就是出賣港人，對這
人的行為感到相當之憤怒。
他並批評民主黨及公民黨之流，濫用政

黨、議員之名，在多次大型衝擊事件中，扮
演「人肉擋箭牌」的角色，阻擋警方執行任
務，提供時間及空間給暴徒襲擊警方，這些
人的言行，已經有違議員身份，執法部門應
依法採取行動。

顏汶羽：反對派所為傷透民心

民建聯副秘書長顏汶羽指出，反對派頭目
長期與外部勢力結力，不單四周唱衰香港，
更聯同多國不同的勢力搞亂香港。香港已經
由東方之珠，變成千瘡百孔，這個「傷口」
要全港市民一起埋單。
他續說，反對派頭目應停止操控暴亂，更

應向暴力說不，一起譴責暴力及一切破壞香
港社會秩序的行為。
他表示，香港撕裂、矛盾已經夠深了，愛

香港的市民從近月的亂況，應該可以更清晰
看到反對派「唯恐天下不亂」的作風，直言
這些事件傷透了市民的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香港社會近日因頻繁

的示威暴行陷入混亂，不過

無阻「禍港四人幫」之流與

神秘外國男子於高級餐廳共

聚密斟。「四人幫」黎智

英、李柱銘、陳方安生、陳

日君，與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及近日常於非法集會

中阻礙警方執法的公民黨譚

文豪等人，被市民發現和一

個神秘外國男子「飯聚」，

黎智英更被指曾大聲說：

「Welcome to HK and well

done with the situation！

（歡迎來香港，對現時局勢

做得很好！）」多名政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批評，有關人等勾結外國

勢力搞亂香港，野心明顯，

市民應認清他們的真面目，

而政府當局應對違法行為採

取行動。

■多名「亂港派」頭目早前在中環一高級餐廳與神秘外國男子共聚密斟。 fb截圖

央媒：暴徒喪心病狂 罪無可恕須嚴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
瑜）反對派向來「偏袒式譴
責」，但對侮辱國家象徵的
行為視若無睹，確實令人氣
憤。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昨日在facebook向全體「民
主派」立法會議員發公開
信，並逐一點名，指有關人
等昨日聯署批評香港警隊
「濫用武力」，但對暴徒拆
除國旗、丟國旗落海、掛上
「港獨」旗事件視若無睹，
「與狂徒暴徒同流合污，繼
續拒絕與『港獨』割席。立
此存照！」
被點名的反對派議員分別
為涂謹申、梁耀忠、李國
麟、毛孟靜、胡志偉、莫乃
光、陳志全、梁繼昌、郭家
麒、郭榮鏗、張超雄、黃碧雲、葉建源、楊
岳橋、尹兆堅、朱凱迪、林卓廷、邵家臻、
陳淑莊、許智峯、鄺俊宇、譚文豪、范國
威、區諾軒。

批對「港獨」狂徒「拒割席」
除了批評有關人等與「港獨」狂徒同流合

污，梁振英昨日凌晨亦發帖批評反對派對打
人的黑衣暴徒「拒絕譴責，拒絕割席」，
「拒絕割席，而一旦被捕，就會成為『泛
民』口中的『義士』，要警察放人！『泛

民』還講道理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姚祖輝昨日亦表示，看

到有人將國旗拆下，丟進大海，感到非常憤
怒和震驚。
他強調，國旗是一個國家的象徵，是國家

主權的標誌，「難以置信竟然有人這樣對待
自己國家的國旗。這是公然踐踏國家尊嚴，
是挑戰『一國兩制』底線，涉觸犯《國旗
法》和香港《國旗及國徽條例》，是很嚴重
的違法行為。這在任何法治社會都無法被姑
息，必須要依法嚴懲。」

姚祖輝批暴徒視法律為無物
姚祖輝並批評，從破壞立法會、塗污國

徽、到侮辱國旗，部分人的行為愈來愈瘋
狂，視法律為無物，喊着「為香港好」的口
號，卻幹着破壞香港發展根基的暴行。他直
言，任何愛國愛港人士，對此都無法容忍，
「本人對這種違法行為表示強烈譴責，希望
大家恢復理性，和平表達意見。希望有關部
門盡快採取措施，嚴正執法，令香港社會盡
快恢復平靜有序。」

梁振英點名批反對派與狂徒暴徒同流合污
續有團體發表聲

明，香港中華總商
會、香港僑界社團
聯會、港區省級政
協委員聯誼會等，

對前日有暴徒在尖沙咀海傍蓄
意塗污懸掛的國旗並拋下海，
對於此等損害國家尊嚴、公然
挑戰國家主權的行為予以強烈
譴責。

中總：暴行衝擊「一國兩制」底線
中總昨日發表聲明指出，近期

香港發生的暴力衝擊行動有不斷
升級和惡化跡象，激進示威者一
再堵塞主要幹道，更圍堵多間警
署及破壞設施、襲擊警員、縱火
等，並且出現衝擊中聯辦大樓、
塗污國徽、侮辱國旗等挑戰國家
主權、衝擊「一國兩制」底線
的行為。中總反對所有罔顧法紀
的違法行為，重申支持行政長官
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並支持警
方對違法行為嚴正執法，保障社
會秩序和市民安全。
中總亦留意到有人鼓吹市民明

天進行罷工、罷市、罷課，並且
堵塞道路和阻礙公共交通運作
等，認為有關行為將嚴重影響營
商環境和社會秩序。
該會表示，示威者有表達訴求

的自由，但亦要尊重和顧及其他
市民的權利，並堅守和平理性原
則，避免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和社

會正常運作。
中總表示，近月發生的社會爭

議確實為香港發展帶來困擾，而
環球政經局勢更令香港經濟面對
嚴峻挑戰，任何罷工罷市行動，
不僅無助紓緩本港社會緊張局
勢，卻對已面臨下行壓力的香港
經濟帶來進一步打擊。
該會呼籲工商及社會各界在這

個艱難時期能夠團結一致，摒除
成見，聚焦經濟民生發展，為應
對當前困境共謀出路。

港僑聯促緝捕丟國旗狂徒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聲明指出，

8月3日有極惡劣暴徒，肆意踐踏
《國旗及國徽條例》，將尖沙咀
碼頭的國旗摘下並丟入海。
對如此狂妄至極、無法無天的

行為，該會予以強烈譴責這種肆
意侮辱國家尊嚴、挑戰民族感
情、破壞法治精神的惡行！我們
支持警方嚴正執法，希望盡快緝
捕狂徒，嚴懲不貸。

省政協聯：暴行踐踏國家尊嚴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聲明

指出，極端分子行為蔑視國家權
威丶踐踏國家尊嚴丶衝擊「一國
兩制」底線，事態嚴重，絕不可
容忍！該會對此予以強烈譴責，
並望警方及相關部門嚴懲暴徒，
以儆效尤。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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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日在facebook向全體反對派議員發公開信，並逐一點名批評有關人等。 fb截圖

■前晚深夜，一批暴徒於旺角彌敦道擲燃燒彈縱火。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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