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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中通社■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 中通社

張曉明指出，中央高度關注當前香港局勢，並
從戰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研判和部署。香港正面臨回
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當前最急迫和壓倒一切的任
務，就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共同守護我們的家
園，阻止香港滑向沉淪的深淵。儘管特區政府多次
表示修例工作已徹底停止，但是香港反對派和一些
激進勢力繼續以「反修例」為幌子進行各種激進抗
爭活動，暴力化程度不斷升級，社會波及面越來越
廣，甚至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如果任
由「暴」和「亂」持續下去，不僅會危及香港市民
的生命和財產安全，而且會毀掉特區政府的管治權
威，毀掉香港的法治基石，毀掉香港的繁榮穩定，
毀掉「一國兩制」，廣大香港市民不會答應，全國
人民也不會答應。我們正告各種「反中亂港」勢
力，切莫誤判形勢，把克制當軟弱，切莫低估中央
政府和全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統一，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如果香港局
勢進一步惡化，出現香港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動
亂，中央絕不會坐視不管。按照基本法規定，中央
有足夠多的辦法、足夠強大的力量迅速平息可能出
現的各種動亂。

張曉明：堅決追究違法犯罪法律責任

張曉明強調，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
行為絕對不能容忍。在近期的遊行示威和暴力活動
中，一些人鼓吹「港獨」，喊出「光復香港、時代
革命」的口號，包圍和衝擊中聯辦，肆意侮辱國
旗、國徽和區徽。這些行為嚴重挑戰「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正如香港不少人士所說，修例事件已經
變質，帶有明顯的「顏色革命」特徵。習近平主席
曾明確宣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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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
線的違法犯罪活動，都必須堅決追究法律責任，包
括追究幕後策劃者、組織者和指揮者的刑事責任。
張曉明強調，挺特首、挺警隊是當前穩定香港

局勢的關鍵。行政長官是在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方針、執行基本法的第一責任人，是特區政府
管治團隊的核心。中央對林鄭月娥行政長官的工作
一直充分肯定，她上任以來秉承「志不求易、事不
避難」的原則積極作為，此刻又把個人榮辱拋在一
邊，頂住各種壓力，忍辱負重，恪盡職守，本身就
是對香港、對國家擔當的表現。中央對林鄭月娥行
政長官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是百分之一百支持
的，也相信她有智慧、有能力應對好香港當前局
勢，帶領特區政府管治團隊再出發、再前進。中央
對香港警隊的支持也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的。修
例風波發生以來，香港警方在承受巨大壓力的情況
下，堅守崗位，無懼無畏，執法非常專業、克制，
無愧於世界上最優秀警隊的讚譽。警隊是維護香港
社會治安的支柱，也是守住社會穩定的最後一道屏
障，中央旗幟鮮明地支持警隊嚴正執法，果斷執

法，確保香港社會治安和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張曉明指出，雖然當前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民

意和訴求，但當前香港最大的民意是求穩定、求安
寧，盡快恢復社會正常秩序。香港不能再亂下去
了！這是廣大香港市民包括「沉默的大多數」的共
同心聲。對反對派提出的「五大訴求」，特區政府
並不是完全沒有回應。香港局勢要出現轉機，不能
靠向反對派妥協退讓，也不要指望中央會在原則問
題上讓步。而是要靠中央堅定不移堅持「一國兩
制」方針，堅定不移力挺林鄭月娥行政長官；要靠
特區警隊和執法司法機關嚴正執法、公正司法；要
靠愛國愛港陣營團結一致、堅決鬥爭；要靠廣大港
人積極行動起來，敢於向暴力說不，向踐踏法治的
行為說不，以正壓邪。

愛國愛港力量要發揮中流砥柱作用

張曉明希望，愛國愛港力量要發揮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的中流砥柱作用。一直以來，愛國愛港陣營
都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繁
榮穩定的基本依靠力量。在這場修例風波中，愛國
愛港力量無畏無懼、挺身而出，以各種方式紛紛站
到鬥爭的最前線，是維護法治、反對暴力、恢復社
會穩定的中堅力量，中央對大家的表現高度讚賞。
目前香港局勢已經到了危急的時刻，我們每個人都
面臨着重要選擇：是捍衛「一國兩制」，還是縱容
一些人摧毀「一國兩制」；是守護香港，還是眼睜
睜地看着香港沉淪；是高舉法治和正義的旗幟，還
是向暴力和邪惡屈服。希望大家把一切個人利益和
恩怨放到一邊，顧全大局，團結一致向前看，用良
知、正氣、行動守護香港，用我們的力量匯聚成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統一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強大正
能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包括700多萬
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目標而不懈努
力。

王志民：首要按中央要求穩控局勢

王志民在講話中指出，張曉明主任通報的中央
重要精神，正是大家一段時間以來期待聽到的「權
威聲音」。在鬥爭的關鍵時刻，中央的重要精神極
大增強了愛國愛港陣營的信心，提振了大家的士
氣，為我們繼續堅定團結守護香港、推動香港形勢
由亂向治指明了方向。
王志民指出，幾個月來，面對急劇變化的香港

局勢，愛國愛港陣營始終團結一致，總體保持整齊
的戰鬥隊型，以堅定的鬥爭精神和鬥爭意志頂住種
種壓力、克服許多困難，開展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
作。大家身體力行，全力支持和參與一系列守護香
港的正能量活動；積極發聲，堅定釋放「護法治、
反暴力」的最強音；集思廣益，為支持林鄭月娥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建言獻策。這些工
作傳播了正義的聲音，弘揚了社會的正氣，喚醒了
更多的市民，聚集了愛國愛港正能量。中央對此予
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讚揚。

王志民指出，現在這場鬥爭已經是一場關乎香
港前途命運的「生死戰」「保衛戰」，已經到了退
無可退的地步，「止暴制亂」已成為香港社會各界
最迫切最強烈的訴求，也是最廣泛共識。當前最重
要的就是按照中央要求，堅決「止暴制亂，穩控局
勢」。希望大家繼續堅定不移地挺特首、挺政府，
堅決維護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首要的就是在當前
非常時期，必須堅定不移地與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同心同向、「行埋一齊」，必須徹底擊碎反對派的
謠言和幻想。挺行政長官挺特區政府，要真挺、包
容地挺，少些指責、怪責，多些理解、扶持，真正
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帶領香港再出發、再前
進。希望大家繼續堅定支持警隊果斷嚴正執法，堅
決維護香港社會的和諧安寧。大家一定要挺身而
出、積極發聲、勇敢行動，共同發出維護法治、抵
制暴力的洪亮聲音，為警隊堅定果斷制止暴力創造
良好氛圍，早日驅散陰霾，還香港一個風清氣正的
美好明天。希望大家積極行動起來，全力組織和參
與改善社會氛圍、提升社會正能量的各類活動。愛
國愛港陣營舉辦的「6．30」「7．20」兩場大型集
會充分證明，香港不是沒有正氣，關鍵是要通過一
場又一場的集氣活動，把正氣和力量充分激發出
來、展示出來。香港社會各界將舉辦「守護香港」
系列活動和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系列活動，希
望大家積極參與，把愛國愛港陣營的聲勢提振起
來、聚集起來，讓香港社會恢復理性、重回安寧。
希望大家堅持不懈、孜孜不倦地做深做實做好青年
工作。愛國愛港各界人士都應當行動起來，把絕大
多數參加遊行示威的青年學生與極端暴力分子區別
開來，引導他們客觀理性認識當前局勢，防止被反
對勢力利用、裹挾。愛國愛港的青年團體都應當行
動起來，不僅在朋輩中廣泛傳播正能量，而且向社
會發出好聲音。

盡己所能為時局好轉創造有利條件

王志民指出，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會見香港各
界代表人士時談到的「四個帶頭」，不僅是對大家
能力的尊重和肯定，更是對大家的一份諄諄囑託、
一份深切期許。儘管當前香港局勢嚴峻複雜甚至險
惡，但我們堅信，在香港街頭暴力不斷升級、「黑
色恐怖」蔓延的時刻，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帶頭
挺身而出，率先支持特區政府和警隊維護法治；在
香港歪理橫行所造成的「寒蟬效應」面前，一定會
有越來越多的人帶頭打破「萬馬齊喑」的可怕沉
默，率先發出正義強音；當一些人還在選擇猶豫、
觀望、抱怨甚至投機的時候，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
人帶頭率先行動起來，盡己所能為時局好轉創造有
利時機和條件。相信大家一定會帶好頭，把張曉明
主任傳遞的中央重要精神帶回香港，為香港社會攜
手解決問題創造更大空間、凝聚更強力量；一定會
與特區政府和警隊一起，止暴制亂，共同穩住香港
局勢，齊心協力推動香港「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

港澳辦中聯辦舉行座談會 張曉明：中央有足夠辦法力量速平亂 王志民：堅定支持特首警隊

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 壓倒一切急迫任務

香港文匯報訊 8月7日，國務院港澳辦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在深圳共同舉辦香港局勢座談會。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張曉明通報了中央關於穩定香港當前局勢的重要精神，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王志民就落實中央精神

提出希望。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省級政協常委，香港主要愛國愛港政團社團領袖，有關青年團

體、教育團體、專業團體負責人，駐港中資企業負責人等550餘人參加會議。 （尚有相關新聞刊A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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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向香港社
會各界人士傳達了中央一系列重要精神，
指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首要任務，強
調絕對不能容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
線的行為等。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亦就
落實中央精神提出4點希望。多名出席座談
會的人士指出，如果大家希望香港回復秩
序和法治，就要支持現任的政府和特首有
效施政，及支持警隊盡快平息騷亂，呼籲
市民向暴力及暴徒說不，否則若暴力繼續
升級，香港或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最
後埋單的是大家。

譚耀宗：
港若現動亂 中央定介入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昨日
表示，香港目前情況非常危
險、是一個很嚴峻的時候，
雖然張曉明並未直接提到中
央會否出動駐港解放軍制止
暴力行為，但張主任引述了
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1984年及1987年
的講話內容，並直言鄧小平甚有遠見，當時
已指出，「如果香港出現動亂，中央一定會
介入。」

譚惠珠：
警方執法時市民勿「觀戰」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譚惠珠表示，如果大家希望
香港回復秩序和法治，就要
支持現屆特區政府和特首有
效施政，及支持警隊盡快平
息騷亂。事實上，港人最大
渴求就是社會安寧及有秩序，回復正常生
活，呼籲香港市民「向暴力及暴徒說不」，
在警方執法時勿「觀戰」。
她續指，中央堅定維持「一國兩制」，

因此不能衝擊國家主權及象徵國家主權的
國旗及國徽等，強調須尊重國家主權。

梁愛詩：
破壞「一國兩制」中央必「出手」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

任、香港特區政府前律政司
司長梁愛詩強調，破壞「一
國兩制」，中央一定會「出
手」，中央不出手，是因為
中央對特區政府和警隊處理
現在的危機有充分信心。同時，張主任解釋
了為什麼示威者提出的所謂「五大訴求」沒
有得到回應，其實特區政府已經合理回應
了，她希望市民明辨是非。

曾鈺成：
「顏色革命」已現特徵

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表
示，香港已經出現了「顏
色革命」的特徵，倘暴力
繼續升級而不加以制止，
令人擔心香港陷入萬劫不
復的境地。就反對派一再
聲言特區政府不回應訴求，他認為特區
政府不是沒有做事，又指出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不斷會見各界，現在即使成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也不見得會平息亂局，
因為無人講到誰可以代表示威者去表達
統一的意見。

李慧琼：
港陷亂局 大家「埋單」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
員李慧琼說，暴動至今，
很多市民對於每天不知道
哪裡會有衝擊，甚至暴力
衝突感到擔心， 「 一些
市民說，出街着白衫、黑
衫都要擔心，有的說出街都要查一下哪個
區沒有示威衝擊，不知道會不會受到牽
連。」
她認為，香港市民現在最盼望恢復社會

秩序，張曉明主任說現在首要是止暴制
亂，相信是市民都希望看到的，若香港
亂，最後「埋單」的是大家。

■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天琪、李望賢、胡永愛、毛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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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5日夜晚，暴徒將尖沙
咀天星碼頭的國旗拆下扔入海
中。6日早晨，數百名香港市
民將國旗再次升起，他們高唱
國歌，行注目禮，用行動守護
莊嚴國旗。 資料圖片

■■ 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聯辦88月月77日日
在深圳聯合召開香港局勢座談會在深圳聯合召開香港局勢座談會，，約約
550550名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出席名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出席。。 中通社中通社

■■ 77月月2020日日，，3030多萬香港市民參加多萬香港市民參加「「守守
護香港護香港」」集會集會，，表達表達「「反暴力反暴力、、撐警隊撐警隊、、
護法治護法治、、保安寧保安寧」」的共同心願的共同心願。。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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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年七月初八 是日立秋
港字第25342 今日出紙3疊9大張 港售10元

星
期
四天晴酷熱 幾陣驟雨

氣溫28-35℃ 濕度55-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