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连日阴雨过后，香港
5日迎来晴空万里的一
天。部分激进分子当天却
发动所谓罢工和滋扰活
动，对香港交通、餐饮、服
务业造成全面冲击，给正
常上班的市民“添堵”。

记者走上街头，发现
罢工和滋扰活动导致香港
多地交通受阻、 部分商铺
关门、公共服务暂停，为市
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引
发抱怨甚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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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普通市民心声实录
“不要搞乱香港，尽快恢复秩序！”

﹃
一
国
两
制
﹄
底
线
不
容
挑
战

� � � �冲击立法会大楼，肆意损坏立法会
设施，涂污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撕毁
并焚烧基本法； 围堵香港中联办大楼，
污损国徽， 喷写侮辱国家和民族的字
句；扯下某建筑物前悬挂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 扔入海中……近期以来，一
些激进分子以“反修例”为名，在香港制
造了一系列极端暴力事件，不仅破坏了
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也已经触及“一
国两制”的原则底线，性质十分严重，影
响十分恶劣。

“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
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
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香港回归以
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
针得到切实贯彻落实， 香港保持繁荣稳
定，被公认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营商
环境和国际竞争力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认可，香港居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
和全世界范围内少见的广泛自由，香港的
法治指数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事实充分证
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
的。坚定不移地推进“一国两制”事业，是
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
同愿望，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
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作为一项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对
中央来说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对香港
和香港同胞来说是重大历史转折。在香港
特别行政区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的同
时，“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也遇到了新
情况新问题，香港社会还有一些人没有完

全适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特别是对“一国两制”方针政
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因此，要把“一国两
制”继续推向前进，必须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宗旨出发，全面准确
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把坚持“一国”原则和
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
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
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应该看到，“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其中，
“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
荣。正因如此，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始终要强调
“三条底线”不能触碰：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
权安全、绝对不能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权威、绝对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
透破坏的活动。一些人无视这一常识和底线，把香港
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与中央的管治权相对立，不
遵守基本法，不尊重中央的权力，究其原因，要么是片
面理解“一国两制”，要么是故意曲解“一国两制”。

今天，“一国两制” 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
索。但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三条底线”不容
挑战。倘若有人试图触碰挑战“三条底线”、干扰
破坏“一国两制”，注定是妄想，注定是徒劳，也
注定是会彻底失败的。

“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这句话道出
了香港与国家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相信，在中央政府
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 在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
区政府的带领下，香港同胞一定能够把香港管理好、建
设好、发展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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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电 载8月7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

� � � �受激进分子阻塞车门影响，港铁有多条线
路全线或部分暂停服务。许多人对此提出批评，
认为这一行为妨碍公共秩序，影响了工作生活。

香港的公共交通每日实际载客量超过
1270万人次， 约占香港日均交通出行量的
90%。 其中四通八达的港铁是香港多数民众
出行的第一选择，每日载客超过580万人次。

早上7点半，记者在炮台山地铁站内看

到，一批示威者堵塞车门，导致列车门十几
次都未能关上，不得不停运。车厢内的市民
与示威者展开争吵。 一位50多岁的老伯指
着一名示威者说：“别这样搞啊。 我们要上
班，莫搞市民，莫搞事。”

在添马公园附近的道路， 有示威者用
护栏阻碍汽车行驶，导致出租车冲入人群，
有人因来不及躲避而受伤。

香港机管局网站显示，今日截至下午5
时半，香港国际机场有200多离港及抵港航
班取消。34岁从事外贸工作的吴先生告诉记
者，今天上午他飞往日本的航班被取消。他无
奈地说，有些人为了自己口中的“民主”，去损
害普通市民的权益，这不是“民主”，而是很自
私的行为。这种影响普通市民生活、侵犯他人
权益的行为，真是令人讨厌。

� � � � 5日上午记者观察到，在九龙的黄大仙
中心，一些连锁药房、家具店、服装店等店
铺闭门停业。

在一向热闹繁华的港岛轩尼诗道上，记者
发现一些珠宝店、服装店或小食店未开业。一家
卖保健品的店家负责人何女士说，这些店铺关
门很大原因是交通瘫痪，店员赶不及来开门。市
民李先生提着一袋蔬菜从附近经过，他告诉记

者，自家楼下的几家餐厅今天不营业，无奈之下
只能准备自己做饭吃。

观塘是香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平日里车水马龙、人潮涌动，尤其是在骏业
街、巧明街一带，每当午饭时间，餐厅饭馆
人满为患。 然而，5日的情况截然不同。“今
天人流少了很多， 根本不像上班日。”在观
塘摆档30年的报贩谢先生摇头叹息说。

在上环经营一家流动甜点摊位的张女
士说， 平时从新界家中来上环只需半小时
车程， 今天由于示威者罢工， 导致交通堵
塞，她在路上耗费了近3个小时。

张女士说， 连日频繁的示威游行让她
的营业时间大大缩短，每天不足6小时。4日
西环有游行，为了安全起见，她和附近一带
的商铺老板都只得闭门歇业。“现在闹来闹
去，搞得人心惶惶。我们这种小本生意，就
想安安稳稳。”她说。

� � � �自6月起香港陆续发生多起暴力事件，
引发海内外游客对香港安全的忧虑， 降低
了游客的访港意愿， 挫伤了香港营商环境
和国际形象。5日的罢工，冲击社会秩序，影
响市民福祉，让很多人不堪其扰。不少人呼
吁，激进分子尽快收手，还他们一个安宁祥
和的香港。

在观塘开水果档十多年的孙先生平日中
午忙得不可开交，今天却特别清闲，还有时间
和店员聚在一起看电视新闻。50多岁的孙先生
说，希望这些混乱只是暂时的，事件快快平息。

“交通不便，市民减少外出。社会秩序
混乱，游客都不敢来香港了。”何女士愁眉

苦脸地说道，每年七八月是销售旺季，今年
却全没指望了。整个7月份，她店铺的营业
额已下降三成，8月份的情况更是不乐观。
她说，真的希望那些暴徒收手，不然付出的
代价将由全体香港市民来买单。

数据显示， 香港零售业销售在6月的跌幅
扩大， 零售业总销货值同比跌6.7%；6月访港旅
客人次约514
万， 相比5月
下降77万人
次，香港酒店
入住率6月也
同比下跌三

个百分点；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大部分会员公司
称，6月和7月首个星期的营业额出现个位数至
双位数的跌幅……在一家银行上班的王先
生说，香港是他生活的家，也是所有香港人
的家，大家都应珍惜，希望激进分子赶紧停
手，香港早日重回安宁祥和。

（据新华社香港8月5日电）

市民盼尽快恢复安宁

� � � �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6日在
京表示，香港局势发展到今天这个严
峻地步，摆在所有香港市民面前最急
迫最重要的任务十分明确，就是一句
话，“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日在京举行
吹风会，邀请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
人杨光、徐露颖介绍对香港当前事态
的看法，并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在
香港发生的示威游行活动完全超出
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范畴，已经演
化为极端暴力行为，而且手段不断翻
新、烈度不断升级、破坏性不断加剧，
令人触目惊心。

下一步怎么办？发言人说，下一
步就是要“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我
们首先要向广大香港市民呼吁：现在
已经到了坚定站出来守护美好家园
的重要时刻。请广大香港同胞们冷静
地思考一个问题： 一旦乱局不可收
拾，谁终将受害？谁终将受益？

国务院港澳办：

最急迫的任务是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 � �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6日发表的极端错误声明， 外交部驻
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发言人
表示，佩洛西公然支持暴力抗法分子，
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方
对此予以强烈谴责，表示强烈不满和
坚决反对。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打压遏
制中国发展的企图都将注定失败，任
何损害中国主权安全的行径都必将
遭到坚决回击，任何破坏香港繁荣稳
定和“一国两制”的外国干预势力都将
自食恶果。

发言人再次正告美方有关政客，
立即停止与香港暴力违法分子狼狈
为奸，立即停止推动有关涉港议案，立
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否
则必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唾弃。

（均据新华社8月6日电）

外交部驻港公署：
正告外国干预势力

停止与暴力分子狼狈为奸

权威发声

交通停摆影响市民出行

商铺生意减少引发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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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在香港添马公园，香港市民举起“守护香港”的标语。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