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事新闻 8CHONGQING DAILY

2019年7月3日 星期三
编辑 倪训强 美编 丁龙

重庆公安网 www.cqga.gov.cn 报警 110 火警 119 医疗急救 120 法律咨询 12348 公安督察 63758111 市检察院犯罪举报中心 67522000 市公安局犯罪举报中心 68813333 交通报警 122 路灯投诉 63862015 交通违章查询 www.cqig.gov.cn

7月1日，是香港各界人士纪念香
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
喜庆日子。一些极端激进分子却借口
反对特区政府有关条例修订，制造了
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事件。这是对香
港法治的严重践踏，是对香港社会秩
序的极大破坏，是对“一国两制”底线
的公然挑战。

用铁棍、铁笼车破坏立法会大楼
玻璃外墙，用带有毒性的化学粉末攻
击警察，强行闯入立法会大楼、肆意损
毁庄严的议事厅和特区区徽……这些
目无法纪的暴力行为，令人十分震惊、
痛心、愤怒！对此，任何一个国家、任
何一个社会都绝不会容忍。中央坚决

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
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对违法行为追究到底，保障社会秩序
和市民安全。

法治是香港的根基之一，也是香
港的核心价值。一直以来，香港和香
港市民身上所体现的守法精神广受赞
誉，不能被少数人玷污。法治社会需
要包容不同声音，但并不意味着少数
人可以采取违法行为，更不意味着对
暴力犯罪事件姑息纵容。法治的内涵
之一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不管什
么人，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只要违
法，就要受到法律的追究。只有维护
法律权威，捍卫法律尊严，才能保障社

会安定有序、香港繁荣稳定、国家长治
久安。

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问
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
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人
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
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将特区政府有关条例修订政治化，甚
至妖魔化，不断制造社会纷争、煽动非
法活动，损害了香港作为国际化商业
大都会的声誉，伤害了广大港人的切
身利益和根本福祉。需要强调的是，
香港是一个崇尚法治、和平、理性、包
容的社会，在法治框架内表达诉求、谋
取共识、消除戾气，这是所有真正爱护

香港的居民共同的责任。
“和气致祥，乖气致异”。香港虽

有不错的家底，但在全球经济格局深
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
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经不起折腾，经不
起内耗。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深刻认
识到依法治港对香港前途命运的极端
重要性，更加深切感受到在香港社会
形成尊重宪法和基本法、维护法治良
好风尚的现实紧迫性。强烈谴责极端
暴力行为，对严重违法行为追究到底，
这是所有爱国爱港人士的共同心声，
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维护香港法
治的应有之义。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对严重违法行为追究到底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记者 侯
晓晨）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日说，中方对
有关国家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示，7月
1日，在香港特区发生的暴力冲击立法会
大楼、肆意损坏立法会设施的行为，是践
踏法治、危害社会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
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中央政府坚决
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依法处置该事
件。

他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对有关
国家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再次告
诫有关国家谨言慎行，不得以任何方
式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不得以任何形
式为暴力违法分子撑腰壮胆，不要发
出任何误导信号，不要作出任何错误
举动。

有记者问：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就不法
分子暴力冲击香港特区立法会大楼发推
特称，英方坚定不移支持香港及其自由，
暴力行为不能接受，但香港人民必须拥有

在法律范围内和平抗议的权利。对此中
方有何评论？

耿爽说，近段时间以来，中方已多次
就香港特区政府修例问题向英方阐明立
场，并就英方不当言论提出严正交涉。但
英方无视中方立场，频频对香港事务说三
道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他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
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组织和
个人都无权干预。中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

香港繁荣稳定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决反
对外部势力干预的态度坚定不移。我们
要求英方深刻反思错误言行的后果，立
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
内政。

另有记者问：美、英、欧盟在声明
中表示，香港人民应拥有和平抗议权
利，同时应避免暴力行为，当前更重要
的是要保持克制。你是否有进一步评
论？

“如果发生在香港的暴力冲击立法会
事件发生在美国或者欧洲，他们会怎么处
理，会听之任之吗？”耿爽说，大家在电视
上都看到过美国和欧洲警察对待暴力行
为的执法场景。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
在香港，他们不但不反对和谴责，还要跳
出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貌似公允地鼓
吹和平抗议的权利，呼吁避免暴力行
为？！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极其
虚伪丑陋！

外交部发言人就有关国家粗暴干涉
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答记者问

新华社香港7月2日电 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2日凌晨表示，对部分示
威者1日以极暴力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
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慨和痛心，予以强烈谴
责。对于任何违法行为，特区政府必定会
追究到底。

香港部分激进分子，1日晚暴力冲击
并占领立法会，对立法会议事厅内设施进
行大肆破坏。香港警方午夜后进行清场，
将暴力冲击并占领立法会大楼的示威者
驱离。

2日凌晨4时许，林郑月娥会见传
媒时表示，有示威者由1日早上开始一
直与警方对峙，堵塞道路，以不明液体
攻击警察。中午时分，情况急转直下，
示威者以极暴力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
楼，用铁棍、铁箱车破坏大楼玻璃外墙，
用带有毒性的化学粉末攻击警察。晚
上，示威者强行闯入立法会大楼，在里
面大肆破坏，损毁了庄严的议事厅和特
区区徽。

林郑月娥说，这些目无法纪的暴力行
为严重影响香港法治的核心价值。她对
此感到十分愤慨和痛心，予以强烈谴责，
相信市民也有同感。

她说，警方处理整日的暴力行为时一

直表现克制，但对于任何违法行为，必定
会追究到底。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国务院港澳
事务办公室发言人2日就香港特别行政
区发生的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发表谈话，
表示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警
方依法处置该事件，并依法追究暴力犯罪
者的刑事责任。

该发言人表示，7月 1日是香港各
界人士纪念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成立的喜庆日子，但一些极端激
进分子却借口反对特区政府有关条例
修订，以极为暴力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
楼，肆意损坏立法会设施。这种严重违
法行为践踏香港法治，破坏香港社会秩
序，损害香港的根本利益，是对“一国两
制”底线的公然挑战。我们对此予以强
烈谴责。

该发言人表示，中央政府坚决支持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警方依法履行职责，
并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机构依法追
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尽快恢复社会
正常秩序，保障市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维
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新华社香港7月2日电 中央人民政
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负责人

7月2日发表谈话指出，对香港7月1日
发生在立法会大楼的暴力事件表示震惊、
愤慨和强烈谴责，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对有
关严重违法行为追究到底。

该负责人指出，一些极端分子以极其
暴力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在大楼内
进行一连串目无法纪的大肆破坏活动，令
人震惊、痛心和愤怒。他们的暴行是对香
港法治的极大挑衅和践踏，严重损害香港
的社会安定，绝对不能容忍。

该负责人表示，香港中联办坚定支持
特区政府依法追究有关暴力行为，坚决维
护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与香港各界人士
共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局面。

新华社香港7月2日电 针对美国、
英国、欧盟等方面分别就7月1日香港发
生的示威游行以及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
所作表态，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公
署负责人2日表示，对相关国家粗暴干
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和
坚决反对，要求有关国家立即停止损害
中国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错误言
行。

该负责人表示，一些极端激进分子
以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为幌子，采取极
为暴力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肆意损

坏立法会设施，严重践踏香港法治，破坏
香港社会秩序，损害香港的根本利益，是
对“一国两制”底线的公然挑战。我们对
此表示极度愤慨和强烈谴责，坚决支持
特区政府依法追究暴力犯罪分子的刑事
责任。

该负责人指出，暴力犯罪分子罪行确
凿、令人发指，任何有良知、讲法治的人都
应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少数国家和组织
故意混淆和平游行和暴力犯罪，面对暴徒
疯狂冲击香港立法会大楼、野蛮破坏立法
会设施的暴力犯罪行为视而不见、颠倒黑
白，不仅不反对和谴责，反而还在道貌岸
然地奢谈所谓自由权利，要求确保暴力犯
罪者的“和平抗议的权利”，为暴力犯罪分
子撑腰打气、摇旗呐喊。

该负责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
何势力以任何借口干预香港事务，绝不
会坐视外国势力肆意损害中国主权安全
和香港的繁荣稳定。我们再次敦促有关
国家立即停止错误言行，立即停止纵容
暴力犯罪，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和中
国内政，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尊重中国主权安全，尊重特区政府依
法施政。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外交部驻港公署

强烈谴责暴力冲击破坏立法会行为

75岁的蒋石林头发花白，皮
肤黝黑，个子不高但神采奕奕。在
青山环抱的米花山红军烈士墓，这
位广西桂林市全州县才湾镇才湾
村的村民，向寻访至此的新华社记
者讲述了一段祖孙五代守墓的故
事。

米花山是湘江战役脚山铺阻
击战的重要阵地。1934年11月下
旬，红军来到才湾村驻扎。湘江战
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
战斗。在脚山铺的激烈战斗中，红
一军团一师、二师伤亡2000多人。

战斗结束后，蒋石林的爷爷蒋
忠太带着12岁的蒋受宇去距离自
家老宅三四里路远的米花山砍
柴。在乱树丛中，父子俩发现了7
具红军遗体。

“父亲说，虽然当时有些害怕，
但是一想到红军是为了老百姓才
牺牲的，他们就觉得不能不管，于
是把7位红军烈士的遗体一起掩
埋了。”蒋石林说。就这样，这片树
林中多了一座微隆的小土包，7位

红军的英灵在此长眠。
因为这件事情，蒋石林的爷爷

被桂军关进大牢，被罚钱罚谷子。
出狱后没多久，爷爷就去世了。去
世以前，他特地交代，红军为人们
做出了这么多牺牲，一定要世世代
代保护好这座红军墓。

按照桂北的风俗，蒋石林的父
亲每年清明和春节带着家人来扫
墓。这既是纪念7位牺牲的红军，
也是完成老人留下的嘱托。

父亲去世后，蒋石林又把这个
故事讲给子女、孙辈听。和父亲当
年一样，蒋石林每年清明和春节带
着孩子们来扫墓。在外地上学或
工作的孩子都会回来。平时，他也
会过来看一看，做些除草和培土的
工作。

他告诉记者，曾经有人想在这
块土地上种果树，他立即劝阻，把
这一方小土包给保护了下来。

后来，这座红军烈士墓被县里
重新修缮。宽阔的石头步道和两
旁的翠柏使红军墓更加庄严肃
穆。墓碑上的红星在青山的映衬
下亮得耀眼。蒋石林欣慰地说：

“现在，人们来了，就有地方凭吊烈
士了。”

他告诉记者，墓前空地大约9
米宽，“取的是‘长久’的意思！”

（据新华社南宁7月2日电）

广西全州：

一家人守护红军烈士墓85年
新华社记者 黄可欣 朱超 黄浩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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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为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经中央领导同志
同意，近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退役军
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关
于开展向张富清同志学习的通知》。

通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
分肯定了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深刻指出了新
时代共产党人应当具备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境
界，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先进英模人物的尊崇
褒奖和关心关爱，饱含着对广大党员、干部、部
队官兵和退役军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
尽责、矢志奉献的殷切期望。

通知指出，张富清同志是始终践行共产主
义崇高理想的优秀党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光辉典范，
是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
的榜样。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
人都要向张富清同志学习。学习他坚守初心、
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保持崇高信仰，坚
决听党话、永远跟党走，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真正做到

“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党需要我到哪里
去，我就到哪里去”；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
献的精神品质，始终保持一份朴实纯粹，做到
计利国家、无私忘我，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艰
苦奋斗、建功立业，在平凡的岗位上苦干实干、
创造实绩；学习他恪尽职守、担当使命的务实
作风，干一行爱一行，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
硬的骨头，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豁得出、顶
得上，把革命理想信念化为行动的力量；学习
他一辈子清廉自守、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清
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自觉践行共产党
人价值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张富清同志先
进事迹作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鲜活教材，结合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
活动，精心组织安排，教育激励广大党员、干
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坚定理想信念，提高
政治素质，真抓实干、开拓进取，知重负重、攻
坚克难，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
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努力做合格党
员、当时代先锋、创优秀业绩、为人民造福。

通知强调，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
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张富清同志先进
事迹，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联系
思想实际，检视自身差距，不断提高党性修养，
改进工作作风，勇于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
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基层党组织
要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党员开
展专题学习交流，教育引导党员以先进典型为
标杆，学先进、赶先进、争先进，在干好本职工
作、服务奉献社会等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结合开展“向英雄模
范致敬”活动，组织退役军人代表参加座谈会、
谈学习体会，鼓励广大退役军人以张富清同志
为榜样，做到离军不离党、退役不褪色。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要将学习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
纳入“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
育，讲英雄故事，学优良传统，深入开展“我奋
斗、我精彩”岗位建功活动，激励广大官兵坚定
爱党报国情怀，争当“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自觉投身强军事业，奉献强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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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7月2日电 对于一些极
端激进分子1日暴力冲击特区立法会大
楼的行为，香港社会各界予以强烈谴责，
要求依法追究违法者刑事责任。他们呼
吁市民和平理性沟通，共同守护香港法治
和社会安宁。

特区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发表声明
说，全体非官守议员强烈谴责示威者严重
破坏香港优良的法治传统，支持警方将违
法者绳之以法，维持公众秩序。

香港警务督察协会和香港警察队员
佐级协会分别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违法
暴行，警告违法者必被追究到底、承担刑
责，并呼吁年轻人切勿进行违法示威行
动。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发表的联署声明
表示，对于示威暴徒公然破坏法治，并企
图践踏立法会以至香港特区和国家的尊
严，建制派议员一致作出最严厉的谴责，
强烈要求警方全力执法，追查到底。

香港工会联合会表示，暴徒的行为已
超出法律和道德底线，工联会予以最严厉
谴责。香港社会有充分的和平理性沟通

渠道，市民表达意见不能使用暴力，警员
作为执法者理应受到尊重。工联会呼吁
各界深刻反思，为社会恢复安宁共同承
担。

多名法律界人士对立法会遭暴力冲
击、香港法治遭破坏表示痛心。法律学者
陈弘毅在公开信中表示，香港是法治社
会，相信绝大多数香港市民都会同心谴责
暴力示威者的所作所为。“我们希望香港
能保持繁荣安定，继续是一个多元、开放、
宽容、和平与仁爱的社会。持不同政见者
应该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讨
论，以合法的途径解决其纷争。”

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在
社交媒体上指出，这将会被视为香港失去
法治的一天，我们感到羞愧。“不知那些每
天把仁义道德、法治自由挂在口边的人有
何感想？”

香港律师会会长彭韵僖表示，暴力冲
击并毁坏立法会的行为，令香港的法治受
到破坏，必须受到谴责。她希望警方尽快
严厉执法，保护香港的财产、秩序及安
宁。她说，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每个

人对法治都有责任，希望大家都守护法
治。

香港工商、教育、青年、宗教等各界也
纷纷发声。

香港中华总商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
会、香港工业总会和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
表示，对有激进示威者以极端暴力手法冲
击立法会、罔顾法纪、公然破坏社会秩序，
予以最严厉谴责，并呼吁示威人士立即停
止有关行为。

这四家香港主要商会表示，全力支持
特区政府及警方依法采取行动，尽快恢复
社会秩序及公众安宁，并依法追究责任。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吴宏斌表
示，法治是香港的优良传统，任何暴力行
为绝不为社会接受。他强调，支持警方依
法维持社会秩序，让社会运作尽快回到正
轨。

香港总商会强烈谴责少数激进示威
者的暴力和破坏行为。主席夏雅朗表示，
暴力行为绝对不能容忍，必须尊重和维护
法治，通过理性的对话和建设性的沟通来
化解分歧，令社会恢复平静。

香港校董学会、香港中学校长会、香
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香港教育评议会等教
育界团体分别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暴力行
为，呼吁以和平理性方式表达诉求。

香港校董学会理事会呼吁年轻人，尤
其是在校学生，爱惜自己，爱护香港，切勿
参与任何暴力行动，对社会议题有任何意
见，都应从多角度了解情况，以非暴力的
方式表达并与他人讨论。这一团体呼吁
教育工作者本着爱护学生的原则，协助学
生客观平和讨论问题，劝喻学生以平和方
式表达意见，避免参与暴力或存在危险性
的活动。

香港各界青年1日晚发起联署，目
前已有超过60家青年团体参与。联署
声明表示，部分示威者极度暴力和疯狂
的行为，已经超越基本法、道德和人性底
线，严重威胁香港法治和740多万市民
的根本利益，敦请香港警方尽快依法查
处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强烈呼吁司法机
关依法严正追究暴徒及其幕后操纵者的
法律责任。

声明呼吁广大市民团结起来，站出来
向暴力说不，向违法犯罪行为说不，共同
维护香港法治、安宁和广大市民的正常生
活秩序。

香港六宗教领袖2日举行座谈会并
发表声明，呼吁市民抵制破坏法纪、损
及和平及暴力伤害他人的行为，呼吁所
有人以克己、理性、和平的方式表达意
见。

香港各界强烈谴责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
呼吁共同守护法治和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