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媒：「一國兩制」底線不容挑戰

政界：團結止暴維護「一國兩制」
指港如列車未加速先起火 不撲救豈能安心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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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責任編輯：陳啟恒止止暴暴制制亂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近日在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晤時，就
當前香港局勢表明中國政府嚴正立場，引起俄各界
高度關注。他們在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支持
中國政府立場，希望香港盡早恢復穩定和秩序。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高級研究員安娜斯塔西亞

說，中國領導人講話釋放出積極信號，提振了希望
香港和平穩定的主流階層信心，對香港局勢恢復穩
定起到了促進作用。
俄工業企業家聯合會副秘書長巴卡列夫說，自

己完全贊同中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立場。任何國
家發生暴亂都應該被制止。香港的動盪已經影響到
當地經濟發展和民眾的生活。香港所有人都應該明
白，香港發展離不開內地，香港應同內地站在一

起。在「一帶一路」框架下，愈來愈多的俄羅斯企
業家願意去香港投資，希望香港發揮好自身優勢。
俄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丘弗

林說，中國領導人講話體現出中國領導層解決香港
問題的決心。中國領導人可以使用中國智慧盡快妥
善地解決香港問題。制止動盪局勢符合香港各階層
利益。此外，香港屬於中國，其他國家沒有權力干
涉香港事務。
俄羅斯「別爾列克－統一」地緣政治研究中心
專家蘇萊曼諾夫表示，中國領導人講話十分重要和
及時，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問題的高度關注。香
港動盪局勢的背後有着外國勢力的影子。相信中央
政府能夠靈活使用「一國兩制」這一重要制度，把
香港帶回到安定發展的軌道上。

俄各界盼港速復穩定秩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

對香港出現的大規模違法暴力行徑，
北京官媒近日發表多篇評論，強調決
不允許任何人挑戰「一國兩制」原則
底線。
《人民日報》將於18日連續第三天

發表涉港評論員文章。文章說，在巴
西利亞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
會晤時，國家主席習近平就香港局勢
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激進暴力犯罪活
動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我們絕不容忍任何挑戰「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的行為，對公然挑戰「一國

兩制」原則底線的違法犯罪活動，都
必須堅決依法懲治。
文章強調，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一國
兩制」制度體系，不僅符合政治制度
發展的一般規律，而且也必將有助於
「一國兩制」航船行穩致遠。試圖觸
碰挑戰「三條底線」、干擾破壞「一
國兩制」，注定是妄想，注定是徒
勞，也注定是會徹底失敗的。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17日發表的評論

指出，五個多月來，暴徒們與外部敵
對勢力深度勾結，衝擊中國中央政府

駐港機構、污損國徽、侮辱國旗、鼓
吹「港獨」，公然冒犯國家尊嚴，嚴
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這是
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絕不能容忍的。
評論說，作為「東方之珠」，香港雖

有不錯的家底，但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度
調整、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也
面臨很大的挑戰，經不起折騰，經不起
內耗。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在國際公開
場合剖析香港激進暴力犯罪行為的巨大
危害，明確提出了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為穩定香港
局勢指明了方向和路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會聯合會
會長吳秋北表示，習主席日前在國際場
合對當前香港局勢表明立場，無疑是中
央對香港問題的關注，尤其指出香港激
進暴力犯罪行為嚴重挑戰「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
對於近日暴亂不斷升級，暴徒利用恐

怖主義手段製造社會慌亂氣氛，企圖阻
止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的市民投票，吳
秋北呼籲市民當天應更加勇敢地去票站
投票支持愛國愛港候選人。
他續說，特區政府亦應提前做好風險

評估，調動更多紀律部隊支援警力，保
護市民行使投票權時的人身安全。

魏明德：公僕須真誠護「一國兩制」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黑龍江經濟合作

促進會會長魏明德十分認同習主席的講
話，表示「一國兩制」底線不容被踐
踏。他又指，因為暴徒行動多採取游擊
戰術，令到警力不足以全面應對，而止
暴制亂也不應只是警隊的責任，特區政
府其他部門需在關鍵時刻也要有所作
為。他還認為，未來應提高香港司法機
關工作人員審查標準，公務員隊伍必須
真誠擁護「一國兩制」。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

名譽主席陳清霞表示，習主席就香港局

勢表明中央嚴正立場和關切，香港市民
堅決擁護、堅決支持。當前香港激進暴
力犯罪行徑，猖狂至極，發展下去香港
美好家園就會被毀滅，這是熱愛國家、
熱愛香港的廣大市民絕不能接受的。

陳清霞：堅定挺警嚴正執法
習主席強調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止暴

制亂、恢復秩序。陳清霞認為，在這最
關鍵的時刻，愛國愛港力量要以最堅
強、最勇敢的實際行動，堅定支持特區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管治，堅定支
持香港警隊嚴正執法，堅定支持香港司
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堅決制
止各種過激暴力行為，盡快恢復社會正
常秩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吳秋北：確保市民安全投票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巴西利亞出席金磚國

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晤時提及，香港持續發生

的激進暴力犯罪行為，嚴重挑戰「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並提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

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多名政界人士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十分認同習主席的講話，認為習主席對香港實際情況相當了

解。他們也批評暴徒刻意藉種種暴行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以圖謀取某

些政治利益。對此，社會上下、政府各部門必須團結一心，互相配合，只有

盡快成功止暴制亂，才能有效維護「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表
示，現時香港情況就如一部高速列車，

準備加速時，發現引擎起火，當然需要立即撲
救，否則無法令人安心。

陳勇：港人絕不能坐視不理
他說，現時香港正受到黑衣魔攻擊、無差
別地大肆破壞，挑戰「一國兩制」底線，對
「一國兩制」帶來嚴重影響，香港人絕對不能
坐視不理。
他表示相信任何一個政府，均將維護人民
的生命財產、安全、社會和平等因素排在前
列。習主席在國際上的講話，點出維護國家安
全，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也是全人類共同
追求目標。

顏寶鈴：暴行衝着「一國兩制」底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強調，若香港社
會不穩，很多政策難以執行，反問這又如何真
正體現「一國兩制」的大方向。
她續說，黑衣魔在煽暴派包庇下，橫行無忌，
縱火、堵路，汽油彈橫飛，已經到了失控狀
態，市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甚至人身
安全也受到威脅。暴徒的行為直接衝着「一國
兩制」的底線，香港社會當前首要任務是止暴
制亂，特區政府、司法機構及警方要互相合
作，缺一不可。
她認為，特區政府部門近月在止暴制亂的
工作上欠缺章法、缺乏默契，令亂象無法及早

收拾。唯一解決方法，就是要同心協力、全力
以赴、加強溝通、互相配合，香港才能止暴制
亂，社會才能回復平靜，才能真正落實「一國
兩制」方針。

梁志祥：社會團結擋黑衣風暴
全國政協委員、新社聯會長梁志祥表示，

過去數月，香港被喪心病狂的暴徒肆意破壞，
他們多次污衊國旗，踐踏國家尊嚴，更發起連
串近乎恐怖襲擊行為，令市民陷入黑色恐怖之
中，這種行為，明顯是挑戰中央權威、破壞
「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他強調，「一國兩制」這個偉大的事業，
不會被一小撮暴力分子及其背後勢力所撼動，
目前最重要就是社會上下團結一致，迸發出社
會最大的正能量，抵擋這股黑衣風暴，讓社會
能夠盡快回復平靜，才能維護到「一國兩
制」，才能讓香港繼續繁榮穩定。

郭偉強：票選愛國愛港者進議會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指出，煽暴派為

求取悅黑衣魔，以各種歪理、抹黑言論，不斷
將暴力升級，這種嚴重破壞「一國兩制」底線
的行為，直接影響到香港的安定繁榮。
他強調，現時香港首要是立即止暴制亂，預料

煽暴派會利用今次區議會選舉，作為另一個挑戰
「一國兩制」的平台，選民須認清煽暴派陰謀，
善用手上一票，選出真正愛國愛港人士進入議會，
才能有效維護「一國兩制」。

■多名政界人士批評暴徒刻意藉暴行挑戰「一國兩制」底線，認為社會上下、政府各部門必須團結，盡快成功止暴制亂，才能
有效維護「一國兩制」。圖為防暴警察昨日在理大外築起防線，部署平暴行動。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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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14日就當前香港局勢
表明中國政府嚴正立場，短短 300 字的講
話，高屋建瓴、堅定有力，其中「三個堅定
不移」都與「一國兩制」原則緊密聯繫，顯
示中央對這場「修例風波」的性質判斷極其
準確，態度非常鮮明。這場風波，越來越顯
示出濃厚的分裂主義、奪取管治權、衝擊
「一國」原則的本質特徵，其目的在於破壞
「一國兩制」成功落實，配合外部勢力遏止
中國崛起。香港的為政者，只有具備充分的
底線思維，才能認清這場風波的本質，才能
有清晰的責任意識，才能堅定信心，迎難而
上，拿出擔當和魄力，負起止暴制亂、恢復
秩序的歷史責任，打贏「一國兩制」保衛
戰。

回顧這場已經持續超過5個月的風波，暴
力衝擊愈演愈烈，暴行已呈現恐怖主義特
徵，對香港的法治秩序、繁榮穩定帶來前所
未有的巨大傷害，嚴重威脅「一國兩制」的
成功落實。習主席指出，香港持續發生的激
進暴力犯罪行為，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
則底線。這是中央對這場風波的本質和危
害，作出的最權威、最準確的定性。

這場風波從一開始就打出「反送中」的口
號，之後演變到提出「時代革命、光復

香港」的主張，鼓吹、謀求「港

獨」的居心彰彰明甚。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
犯條例，本來是一個堵塞漏洞、彰顯公義的
法律問題。但是，一個「反送中」口號，把
正當合法的法律問題政治化，更把國家置於
香港的敵對面，利用本港一部分人對內地政
治、法律制度的不了解、不信任，製造、誇
大恐慌情緒，刻意造成「一國」和「兩制」
水火不容的對立。「反送中」就是變相的去
「一國」；「時代革命、光復香港」更赤裸
裸地暴露出「奪權變天」的企圖，其目標就
是要把香港變成脫離中央全面管治的獨立、
半獨立政治實體。可以說，修例風波從一開
始已呈現挑戰「一國」底線的政治意味和目
的，並迅速演變成試圖以暴力把香港從國家
母體分裂出去的政治運動。

由修例風波持續發酵、演變而來的暴力運
動，表面上是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社會運
動，但只要仔細分析運動的幾個特徵，就足
以看清，這是一場以「捍衛民主自由」作包
裝，實質是搶奪香港管治權、分裂國家的
「顏色革命」。

首先，這場運動的最明顯和最大特徵，就
是煽動暴力和仇恨。因為只有讓暴力、仇恨
情緒高漲，才能讓香港陷入越來越對立、撕
裂的混亂狀態，暴力仇恨螺旋式升高，不同
政見者互相敵視、有你無我；尤其是通過人

為製造仇恨，滋生、推高針對政府、警隊和
內地的敵視仇視心態，從而動搖特區政府管
治的正當合法性，才能誤導更多市民特別是
年輕人，把極端暴力正當合理化，支持以暴
力癱瘓管治、最終摧毀「一國兩制」。

其次，這場風波自開始以來，持續升級的
暴力，嚴重危害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對香港
經濟民生造成極其嚴重的傷害，但反對派、
縱暴派政客始終視而不見，從來不與暴力割
席，更沒有隻字片言的譴責。如果不是抱有
癱瘓管治、奪取香港管治權的政治目的，反
對派、縱暴派作為香港政權的一個組成部
分，怎會如此縱容暴力凌駕法治公義，怎會
如此任由暴行泯滅人性，怎會如此不惜全港
「攬炒」？

第三，修例風波發生以來，香港的煽暴、
縱暴派一直沒有停止尋求美國、西方勢力干
預香港內部事務，甚至赤裸裸地要求美國作
出制裁；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也從未停止
過對這場風波的支持，為香港的縱暴派、暴
徒撐腰，炮製一波又一波給暴力火上澆油的
惡浪。可以說，他們一致的目的，就是盡一
切可能破壞「一國兩制」的落實，把香港當
作圍堵、遏止中國發展的工具。

正是這場風波的性質，注定了縱暴派、暴
徒不達目的絕不會罷休，這個矛盾是不可調

和的。過去5個多月，儘管政府在修例問題
上一退再退，警隊由開始至今只使用最低限
度的武力止暴，防止香港徹底失控；儘管政
府不斷釋出善意，強烈呼籲以對話化解暴力
對抗，但這些善意和努力都如泥牛入海，得
不到正面回應，縱暴派、暴徒根本無意收斂
暴力，反而得寸進尺、有恃無恐。因為他們
要的並不是政府的局部妥協退讓，而是要政
府交出管治權。

修例風波發展至此，只有深刻領會習主席
講話的精神，才可以清醒認識這場風波的本
質和目的，明白這是一場爭奪政權的分裂運
動。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方針下，由特首和行政、立法、司法
共同組成的管治體系，是落實中央對港全面
管治權、處理香港內部事務的最重要依託和
抓手，堅守「一國」底線、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為政者責無旁貸。香港的
為政者必須具備捍衛「一國兩制」應有的底
線思維，全面準確理解習主席和中央反覆強
調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原則的要求和
指引，裝備、充實底線思維的思考能力和覺
悟，才能真正明白肩負的責任有多麼重大，
才能有更加堅定的決心和信心，自
覺、主動運用一切法律手段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

為政者應有底線思維 打贏「一國兩制」保衛戰

社
評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解讀習近平就當前香港局勢重要講話系列社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