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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香港8月4日电 发起守护国
旗行动、自发重新升起国旗、持续发声谴责
暴徒……香港一些极端激进分子3日扯下某
建筑前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扔入海
中的恶劣行径，引发香港社会各界愤慨，民众
纷纷用行动守护五星红旗、维护国家尊严。

3日晚间， 以青年为主的香港网民发起
“守护国旗行动”。4日凌晨， 十几名香港市民
自发来到尖沙咀天星码头附近的现场重新升
起国旗。4日上午， 数十名香港市民齐聚国旗
下，高唱国歌，高呼“五星红旗、永照大地”等
口号。发起人宣读声明表示，希望社会各界放
下成见，共同守护香港，守护“一国两制”。

香港社会各界持续发声，谴责暴徒践踏
国家尊严、冲击“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行
为，要求特区政府采取坚决行动维护“一国
两制”，维护国家、民族尊严。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发表声明指
出，极端分子行为蔑视国家权威、践踏国家
尊严、冲击“一国两制”底线，事态严重并绝
不可容忍。本会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望警
方及相关部门严惩暴徒，以儆效尤。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民建联副主席
陈勇认为， 侮辱国旗属于公然挑战国家，是
疯狂且愚蠢的行为。在任何国家，分裂国家
主权的下场都是一样的， 既成为历史的罪
人，也要为此负上法律责任。他呼吁香港市
民要与这类人士划清界限，不要让近似“恐
怖主义”的行为绑架香港。

香港立法会旅游界议员姚思荣表示，香
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国旗是国家尊严的体

现。部分示威者不尊重国旗和国家，令大部
分爱国爱港的香港人感到非常愤怒。此类行
为更严重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进一步打击
旅游业及相关行业，包括酒店业、会议展览
活动等。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容忍这种
行为！” 香港中国经济发展促进会会长卢业
樑说，国旗代表着国家、民族，这些人这样对
待自己国家的国旗，是“脑袋烧坏了”，无知
无耻，令人愤怒。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建
明说，见到激进分子将国旗丢入海中，感到
十分痛心。 侮辱国旗不仅是对国家主权、权
威的挑战，也是对“一国两制”的挑战。对侮
辱国旗者，绝对不能姑息，必须依法严惩。他
说，他和几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正计划响应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的悬赏缉凶通告，成
立悬赏基金。

香港专业进修学校校长陈卓禧表示，侮
辱国旗事件是个别极端分子的蓄意行为，并
不代表七百多万香港市民， 也不代表绝大多
数香港年轻人。极端分子置香港利益于不顾，
与大多数市民的前途利益作对， 特区政府和
广大市民要对这一恶劣行径予以强烈谴责。

“从冲击破坏立法会，到冲击中联办涂
污国徽，再到将国旗丢入海中，香港乱局持
续了50多天， 何时才能看见终结的曙光？”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
长霍启刚说，政治绑架社会，对香港非常不
利，希望各界继续努力，尽快终结暴力，共同
守护香港。

“守护五星红旗 维护国家尊严”
———香港各界持续发声谴责暴徒侮辱国旗的恶劣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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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支持香港警方
严正执法制止暴力
人民日报评论员

从围攻立法会、香港中联办，到围攻警署、
制造爆炸品等暴力武器， 香港近期暴力行为不
断升级，已令所有关爱香港的人痛心不已。香港
当务之急是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制止暴
力，尽快恢复社会安定，维护香港良好法治。

一个多月来， 香港反对派和激进暴力分
子蓄意制造暴力事件， 已经完全超出了和平
示威的范畴，脱离了诉求轨道、扭曲了事件本
身。众所周知，事情起因于修订《逃犯条例》，
但特区政府早就宣布暂缓修例， 相应的立法
工作也随之完全停止。然而，激进暴力分子不
但没有止步，还变本加厉。他们围堵香港中联
办 、污损国徽 、围攻警署 、殴打警察 、污辱国
旗，甚至在非法游行集会中喊出“港独”的口
号，不仅践踏香港法治，更触碰“一国两制”原
则底线。种种迹象显示，激进暴力分子根本不
是为了反修例诉求，根本就在于搞乱香港、搞
衰香港，摧毁“一国两制”。

任何文明和法治社会都不会容忍暴力横
行。我们看到，整个事件蔓延过程中，作为社会
秩序的守护者，香港警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针
对香港社会的和平游行集会， 特区警方一直依
法批准并提供必要的协助。然而，激进暴力分子
以和平游行作掩护， 每每突破法治底线， 用砖
头、铁枝甚至汽油弹攻击警察，使用有毒有害液
体、粉末袭击警察，甚至咬断警察手指，其行径
之残忍令人发指。他们还煽动仇警情绪，人肉搜
索警察家人，恶毒咒骂警察子女。在个人与家庭
都饱受身心困扰的情况下， 香港警队仍坚守岗
位、恪尽职守、无惧无畏、忍辱负重，令人敬佩，
其专业精神值得香港市民的赞许。

暴力冲击行为已严重威胁香港公众安全，
对香港法治、社会秩序、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
都造成严重影响。 零售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一个多月来，营业额大幅下跌。人们忧心的是，
如果暴力行为再持续，法治基础、营商环境、社
会秩序等香港经济立足的根基势必遭到破坏。
从目前态势看，要有效制止暴力，不能仅靠香
港警方孤军奋战。 香港各界都要充分行动起
来，旗帜鲜明反对暴力、抵制暴力。

希望广大香港市民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事
态的严重性，对激进暴力分子坚定说“不”，对
企图摧毁“一国两制”、搞乱香港、搞衰香港的
势力坚定说“不”，坚决阻止他们祸害香港的
行径，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制止暴力。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繁荣稳定，事关
700多万香港市民的福祉， 事关国家的主权、安
全，事关“一国两制”的前途命运。中央政府坚定
地支持香港警方、 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
治暴力违法行为，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责任。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载8月5日《人民日报》）

� � � �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国务院港澳事务
办公室发言人4日就香港8月3日晚数名极端
激进示威者扯下某建筑物前悬挂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旗并扔入海中一事发表谈话，对
有关恶劣行径予以严厉谴责。

该发言人表示，8月3日晚， 数名蒙面黑
衣示威者在香港尖沙咀扯下某建筑物前悬
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扔入海中。这一
行径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国旗及国徽条例》，公然
冒犯国家、民族尊严，肆意践踏“一国两制”
原则底线，极大地伤害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的全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愤

慨。我们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警队和司
法机构果断执法、严正司法，尽快将违法犯
罪分子绳之以法。

该发言人表示，极少数极端激进分子侮辱
国旗的丑陋行径再一次表明，他们的所作所为
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由表达意见的范畴，滑进犯
罪的深渊。对此必须依法严厉惩处，绝不手软。

据新华社香港8月4日电 中央政府驻香
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负责人4日发表声
明， 严厉谴责香港极端激进分子侮辱国旗、
挑战国家主权的违法行径。

该负责人表示， 这是继7月21日激进示
威者围攻中联办、污损国徽后对国家尊严的

又一次公开挑衅。该负责人强调，国家主权
和尊严不容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不容
触碰，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
的爱国情感不容肆意伤害。对这种无法无天
的恶行必须依法严惩。

该负责人重申，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香
港警方严正执法， 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维护香港法治和社会稳定。

据新华社香港8月4日电 部分人士3日在
香港油尖旺区举行游行，期间，一些极端分子
做出破坏国旗、冲击警署等行为。香港特区政
府发言人4日凌晨对此表示强烈谴责。香港警
方也对暴力行为予以最严厉谴责。警方公布，

在驱散示威者的行动中拘捕超过20人。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 示威活动期间，

部分激进示威者有暴力冲击警署、 破坏汽
车、多处纵火等行为。同时，怀疑有示威者刻
意破坏国旗，触犯香港特别行政区《国旗及
国徽条例》。政府对于激进示威者目无法纪、
蓄意破坏社会安宁， 甚至挑战国家主权，予
以强烈谴责。警方会严正执法，而使用暴力
的违法示威者亦应受到法律制裁。

香港警方表示，对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
为予以最严厉谴责，并强调会对所有非法及
暴力行为严正执法。警方有能力及决心维护
社会安宁，绝不姑息任何暴力行为。

香港极端激进分子侮辱国旗

港澳办、中联办、香港特区政府严厉谴责

新华社记者

3日傍晚， 香港有一些丧心病狂的暴徒
在尖沙咀海港城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并拆下扔入海中。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象征和标志， 暴徒们令人发指的暴行，
公然践踏国家的尊严，是对包括广大香港市
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侮辱，是不可饶恕
的犯罪，必须严惩不贷。我们要正告所有试
图挑战中央权威、破坏“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的丑恶势力，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谁就要
担负历史的罪责，并最终被历史审判。

国旗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 每个
公民和组织， 都应当尊重和爱护国旗”，并
规定对侮辱国旗者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维护国旗的尊严，就是维护国家、民族和全
体中国人民的尊严。需要指出的是，国旗法
也是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港实施的全
国性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国旗及国徽条
例》 第七条规定：“任何人公开及故意以焚
烧、损毁、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国旗
或国徽，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5级罚
款及监禁3年。”今天，在香港这片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领土上， 竟然发生公然侮辱国旗
的事情，令人震惊、痛心和愤怒！这不仅是
任何文明和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而且
这些暴徒挑战的是中央权威，触碰的是“一
国两制”原则底线，践踏的是国家、民族尊
严， 侮辱的是包括广大香港市民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必须依法严惩。

自6月中旬以来， 极端势力在幕后黑手
指使下，暴力行为不断升级，已经对香港的
法治、社会秩序、经济民生和国际形象造成
严重损害。从包围特区立法会、堵塞道路、瘫
痪交通，到用砖头、铁枝甚至汽油弹等攻击
警察、冲击警方防线；从先后两次围堵警察
总部，扰乱税务、入境事务等特区政府部门
正常办公，发展到围堵香港中联办，破坏设
施，污损国徽，喷涂侮辱国家、民族的字句。
今天，他们又公然侮辱国旗。这一系列恶行，
完全暴露了暴徒及其背后势力试图瘫痪特
区政府，破坏“一国两制”，争夺特区管治权，
以香港乱局牵制中国发展大局的图谋。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多次表明，将继续坚
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一国两制”
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
走样、不变形。中央强调，任何危害国家主权
安全、 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权威、 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
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一国两制”
伟大事业不是一小撮香港反对派及其背后
势力所能撼动的。谁触碰三条底线，谁破坏
“一国两制”，谁就要担负历史的罪责。中央
不会坐视不管，任由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
们呼吁广大香港市民认清极少数激进分子
的暴力危害和本质，坚决维护“一国两制”，
捍卫法治与社会秩序； 我们坚信香港一定
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一国两制” 这艘航船一定能够劈波斩浪、
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底线不容触碰
———谁破坏“一国两制”谁就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