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2019年 8月 14日 星期三 11编辑 刘玲瑜 美编 张大千 质检 高如衡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警方必须采取行动制止暴力
针对上周末在香港

多个地区发生的违法暴
力袭击，香港特区政府多
位司局长 8 月 12 日在记
者会上表示，面对愈演愈
烈的暴力行为，警方必须
采取严正行动打击暴力
分子， 维护公共秩序，恢
复社会安宁。他们同时呼
吁市民拒绝暴力，维护法
治，爱护香港大家庭。

在上周末的暴力事
件中，极少数暴力分子使
用了大量具有高杀伤性
的武器，向警署投掷汽油
弹导致值勤警员严重烧

伤，甚至有人使用大口径
强力射击装置袭击警署。

“警方面对违法行
为，由于职责所在，必须
要采取严正果断的执法
行动，恢复我们社会的秩
序， 恢复社会的安宁，让
大部分市民生活可以恢
复正常，香港的经济可以
继续运作。 ”特区政府政
务司司长张建宗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

在发布会上，特区政
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
示，有一批极度暴力倾向
的分子在周末用包括汽

油弹、射击工具、铁珠等
危险性武器袭击警务人
员，攻击警署，而警方在
过去的行动中也搜获了
制造炸药的原材料及制
成品、烟雾弹、锋利刀具
等攻击性武器。

“这些严重的暴力行
为已到达极度危险的情
况， 令人担心其恐怖性。
这批极度暴力倾向的人
士， 不是普通的示威者，
所以警方必须采取针对
性（行动），有效地予以打
击。 ”李家超说。 ②5

（据新华社）

外交部驻港公署敦促美国会议员与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干预

南阳金再生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报废汽车拆解回收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有关规
定，本次公示内容如下：

南阳金再生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报废汽
车拆解回收项目，位于南阳市方城县四里店
镇小店村，项目总投资 12000 万元，占地 25
亩， 主要建设厂房 6000 平方米， 办公宿舍
300 平方米，拆解车间、各类车库、废油库、危
废仓库等，年拆解报废汽车 1000 辆。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与途径

网 络 索 取 ： 通 过 发 送 邮 件 至
1057393970@qq.com 索取

现场索取：通过电话联系建设单位联系
人，至单位办公地点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项目所在

地（南阳市方城县四里店镇小店村）周围的
民众和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可通过 http://www.eiabbs.

net/thread-181331-1-1.html 获取。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提交 E-mail 方式提交公

众意见表，邮箱：1057393970@qq.com，在本
次公示期间，公众均可向我单位提出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或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起止时间是

2019 年 8 月 8 日~8 月 21 日。
六、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南阳金再生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联系人：贾经理
联系电话：13137089666
环评单位：江苏苏辰勘察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联系人：姚工
联系电话：0514-80921290

针对媒体报道美国
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
康奈尔等日前发表“暴力
镇压不可接受”“北京侵
蚀港人自治和自由”等错
误言论，外交部驻香港特
区特派员公署发言人 8
月 13 日表示， 美国会有
关议员无视事实，颠倒黑
白，毫无根据地诋毁中央
和特区政府，向极端暴力
分子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香港一
小撮激进示威者不断升
级极端暴力行径，屡屡用
极其危险和残忍的方式
袭击警察，粗暴践踏香港
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
胁市民生命安全，严重挑
战香港繁荣稳定，严重触
碰“一国两制”底线。 美国

对自己国内发生的袭警
行为毫不手软、严惩不贷，
但对香港却故意选择性
失明，把香港警察忍辱负
重、文明执法污蔑为“镇
压”和平示威。这只会让世
人更加看清美方一些政
客的傲慢与偏见、伪善与
冷血、自私与霸道。

发言人指出，香港回
归 22 年来，“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
到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同
胞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
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广
泛权利和自由。香港法治
指数全球排名从 1996 年
的 60 多位大幅跃升到
2018 年的第 16 位，高于
美国目前的全球排名。铁
一般的事实不是美政客
想抹黑就能抹黑的。难道
香港彻底沦为“暴力之

都” 才是他们乐见的结
果？才是他们心中想要的
自治和自由？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
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
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国
家、组织或个人以任何方
式干预。任何人都不要低
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坚
定决心，都不要痴心妄想
我们会屈服于外国干预
势力的威胁与压力。我们
强烈敦促美有关政客恪
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尊重绝大多数香
港市民反暴力、 护法治、
撑警队的正义要求，摆正
位置，认清形势，立即与
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
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和中国内政。 ②5

（据新华社）

香港警方

再拘捕 149 名激进示威者
8 月 12 日，香港警方表示，在过

去数天的激进示威活动中拘捕了 149
人，他们涉嫌非法集结、袭警、藏有攻
击性武器等。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副处长邓炳
强 12 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在过去一连
串示威活动当中， 激进示威者胡作非
为，不断将暴力程度升级，并将暴力事
件延伸至全港， 对广大市民的生活造
成严重困扰，威胁市民人身安全。

从 9 日到 12 日，警方拘捕了 149
人， 其中包括 111 名男子和 38 名女
子，年龄在 15 岁至 53 岁之间，涉及罪
行包括非法集结、袭警、阻碍警务人员

执行职务、藏有攻击性武器、藏有危险
品等。

邓炳强表示，8 月 11 日， 在深水
埗和铜锣湾有示威者不理会警方反
对，进行未经批准的集结和游行，其后
部分示威者分散至全港各区堵塞主要
道路、包围警署、破坏警车等。 在尖沙
咀，一名暴徒将汽油弹扔进警署，导致
一名警员双腿烧伤。

另外， 警方留意到示威者当中有
一批人士作出极端暴力行为， 因此利
用情报主导方式， 针对这些核心暴徒
作出全面刑事调查。在铜锣湾，警方拘
捕了 15 名核心暴徒。 ②5（据新华社）

林郑月娥呼吁香港社会各界

反对暴力 尽快恢复秩序
8 月 13 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

郑月娥表示， 大规模恶意破坏行为如
果持续，可能将香港推向“粉身碎骨的
深渊”。 她呼吁社会各界反对暴力、维
护法治，待社会恢复平静后真诚对话、
重建和谐。

特区行政会议当天复会。 林郑月
娥在出席会议前对传媒表示， 过去一
星期， 大规模恶意破坏行动在香港各
区蔓延，包括堵塞铁路、瘫痪机场、围
堵过海隧道、攻击各区警署等，使市民
出行和上下班受到影响。 有人使用汽
油弹、 烟雾弹等升级武器攻击警务人
员，导致警员受伤。

她指出， 一些人以自由或正义的
名义，但其实不断做出破坏行为，目无
法纪，损害香港法治。这些破坏行为让
香港社会陷入慌乱局面， 很多市民担
心能否正常上班上学， 也有很多人周

末放弃外出消费和会友。
她批评， 有人为摧毁香港法治而

大规模攻击包括警队在内的执法机
关，鼓吹仇警、黑警言论，利用一些未
经证实的图片、 短片恶意攻击警务人
员，甚至将攻击蔓延到警员家属。她强
调，香港警队是香港法治的重要支柱。
这种将警方与市民摆在对立面的做
法，对香港完全没有好处。

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作为一个开
放、自由、包容、经济稳定的社会，如果
暴力持续，恐怕也将出现五劳七伤，要
复原需要漫长时间，700 多万人的安
居乐业、生活稳定将无以为继。

她指出， 无论是要消除市民的慌
乱、恢复对香港的信心，还是要让香港
经济复原，都需要首先停止暴力。希望
社会各界放下歧见，共同反对暴力，尽
快恢复秩序。 ②5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