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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乱港实录：“港独”头目密会美总领馆官员，香港警方查获激进暴力分子武器库和烈性炸药等武器 不少香港人士指出——
—

“香港修例事件已经变质，带有明显‘颜色革命’特征”
自6月以来，香港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势力借和平游行集会之名，进行各种激进抗争活动。虽
然特区政府已多次表示修订《逃犯条例》工作已彻底停止，但他们继续以“反修例”为幌子，得寸
进尺、变本加厉，暴力行为不断升级，社会波及面越来越广。这些人肆意践踏法治，恶意破坏社会
秩序，搞得香港乌烟瘴气、动荡不安。一些人甚至公然鼓吹“港独”，喊出“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
口号，包围和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肆意侮辱国旗、国徽和区徽，公然挑战国
家主权和“
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其气焰之嚣张、行径之恶劣，令人发指。

西方反华势力与“反中乱港”
分子内外勾结，狼狈为奸

包围警总，冲击立法会，
肆意挑战管治权威
在一些别有用心人士的煽动下，
从6月开始的游行屡屡演变为暴力冲
突， 其行动完全超出了和平游行示威
的范畴。 激进分子有组织袭击警察事
件开始发生，警察总部两度被包围，政
府部门受到滋扰， 特区立法会大楼更
遭到严重冲击和大肆破坏。 激进分子
肆意破坏法治，挑战特区管治权威。

6月9日，有示威者发起“反修例”
游行，10日凌晨激进分子意图冲击特
区立法会，并堵塞周边道路，袭击警
察。袭击者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有人
在前排充当“攻击手”，有人专责“布
防”，有人担任通信员，传递警方位置
信息。 激进分子向警员投掷雨伞、水
瓶、铁枝等硬物，甚至有人企图抢夺
警员佩枪。事件导致8名警员受伤。
6月12日，激进分子先是霸占金钟
一带街道非法集会，其后有组织地冲击
警方防线，更以砖头、自制铁矛等武器
袭警，造成22名警员受伤。至深夜，激
进分子仍集结在立法会一带， 更投掷
自制燃烧弹。警方表现克制，迫不得已
使用适当武力驱散示威人群。
6月21日，在特区政府已宣布停
止修订《逃犯条例》的情况下，激进势
力仍升级行动，包围警察总部，有人
向警总外墙投掷鸡蛋， 有人涂污外
墙。向警员淋油及使用激光射警员眼
睛。有反对派议员到现场助威。当日，
还有激进分子流窜至位于湾仔的税
务大楼、入境事务大楼，堵塞各出入
口，阻碍市民使用公共服务；其后前
往政府合署、高等法院大楼继续堵塞
行动。据记者现场观察，激进分子在
湾仔、 金钟一带设置了多个物资站，
派发头盔、眼罩、盾牌、食物、水及医
疗用品等。
6月26日，激进势力煽动示威者
第二次包围警察总部。 铁马封门、激
光射眼、漆涂监控、涂写粗口、高声喝
骂， 强拆公共木椅的木条作武器。有
反对派议员再次到包围现场助威。
7月1日，本该是香港各界人士纪
念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的喜庆日子，暴徒们先是集结堵塞道
路，冲击警方防线，向警员投掷不明
腐蚀性液体。 在围堵政府总部后，极
端激进分子突然以极为暴力的手段
冲击特区立法会大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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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强行闯入特
区立法会大楼， 在里面大肆破坏，损
毁庄严的议事厅和特区区徽，在主席
台上公然撕毁基本法，展示象征“港
独”的龙狮旗，更煽动成立所谓“临时
政府”。

8月16日，香港市民在香港北角警署大楼和警察交流。当日，
网上自发组织的香港市民，携带慰问品，来到香港北角警署慰问，
表达支持警察的心声。
8月16日，守护香港大联盟举行发布会，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友好协进会会长唐英年（中）发言。

多区捣乱，制造事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进入7月，事态进一步升级。激进分子在香港多区蓄意制
造事端，或非法集结或非法游行。他们将暴力魔爪伸向社区，
滋扰市民正常生活，恶意袭击警务人员，肆意破坏社会公共
秩序，严重损害香港法治。他们的暴力行径令人发指。

7月6日， 示威者在屯门发起
所谓“光复屯门公园”游行。期间
有示威者与包括老人在内的居民
发生多起争执， 有正常活动的居
民不堪滋扰； 还有女子遭人泼液
体并拳打脚踢。入夜后，有激进分
子占据马路， 包围屯门警署叫嚣
指骂。 不少当地屯门居民表示不
满， 直指这些示威者是真正扰乱
社区安宁的破坏者。
7月7日， 示威者发起九龙区
游行， 致使高铁西九龙站全日客
流量大幅下跌， 港铁称， 当日约
3.1万人次搭乘高铁进出西九龙
站， 较 平日 周 末 平 均 客 量 暴 跌
50%。游行结束后，激进示威者当
晚 在尖 沙 咀多 条道 路 上 非 法 集
结，阻塞交通，与警方对峙叫嚣。
有市民不满堵路，上前理论，遭到
激进示威者围攻。
7月13日， 有人以“反水货
客”为名发起所谓“光复上水”游
行 ， 但 游行 最后 演 变 成 暴 力 冲
突。 激 进分 子 肆 意 拆 除 附 近 铁
栏，堵塞主要干道，以雨伞、铁棍
等围殴警员，还有警员被疑似有
毒刺 激性 粉 末及 腐 蚀 性 液 体 袭
击， 事 件中 至少 有 16名警 员受
伤。有路过的无辜市民被指拍摄
激进分子容貌， 遭到拳打脚踢。
区内大量店铺落闸停业，生意大
受影响 。入夜 后，激 进 分子 转往
区内商铺捣乱，把药妆店门口的
货物扔向店内，还有店铺招牌被
拆毁。其后警方依法展开清场行
动。
7月14日，激进分子在沙田再

次 使 出“先 游 行 ， 后 占 领 ” 的 伎
俩，暴力袭警 ， 行 径 极 其 恶 劣 。
激进分子不仅拆下附近栏杆，
筑成三角形的“铁栏阵” 作路
障，还用削尖的竹枝作武器；还
有激进分子从高空向地面的警
员投掷砖头、雨伞等杂物。……
事件中，至少有十名警察受伤，
有的被硬物击中倒地昏迷，有
的面部及眼部骨裂，更有手指被
咬断，血肉模糊……
7月27日， 在香港警方明确
发出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仍有
部分人士前往元朗地区，举行非
法游行集会并闹事。少数激进分
子违法堵路，阻塞交通；围困警
车，打烂车窗，以侮辱字句涂污
车身。为避免激进分子与村民冲
突，警方在各村口布防，有激进
分子以粗言挑衅辱骂警员，其后
投掷砖块、铁通等硬物，暴力冲
击警方防线， 企图闯入村内捣
乱。 还有激进分子包围元朗警
署，报案室被迫暂停服务。非法
游行期间，有反对派议员到场为
暴力护航。
7月28日， 激进分子以在中
环举行集会为名， 进行非法游
行，激进分子在港岛中西区令港
岛交通严重受阻。 在港岛西区，
激进分子在多处路面纵火，更自
制“火焰车”冲击警方防线。有人
配备弓箭、燃烧弹等高杀伤力武
器，有人在小巷暗处以弹弓向警
员发射硬物，还有人从高处投掷
砖块、路牌等“空袭”警员，暴力
再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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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中联办，公然辱国，
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在近期的游行示威和暴力活动
中， 一些极端激进分子明目张胆地
围堵、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侮辱
国徽国旗， 公然挑战中央政府权威
和国家主权， 肆意冒犯国家及民族
尊严，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7月21日， 部分激进分子参加
当日下午游行后，在港岛金钟、中环
一带霸占马路。 其后一些极端激进
分子前往西环，围堵、冲击香港中联
办大楼，向国徽投掷鸡蛋、墨水以及
黑色油漆弹，污损庄严的国徽，又破
坏中联办的安防设施， 涂写侮辱国
家、民族尊严的字句，甚至狂言成立
所谓“临时立法会”。
7月28日和8月4日， 部分激进
分子妄图再次冲击中联办。 这两次
妄图冲击中联办的激进分子被防暴
警察阻止，图谋未能得逞。
极端激进分子公然挑衅国家尊
严的黑手并没有就此作罢。8月3日
示威者在旺角游行， 但游行再次演
变为暴力冲击。期间，有数名蒙面黑
衣极端激进分子在尖沙咀天星码头
扯下某建筑物前悬挂的国旗， 扔入
海中，并升起印有“港独”标语的旗
帜，公然挑战国家主权。8月5日，香
港多区出现严重违法示威及暴力活
动， 当晚极端激进分子再次到尖沙
咀扯下国旗，扔入海中。这些暴徒可
谓嚣张至极、丧心病狂。
在暴徒做出侮辱国旗极端行径
后， 有不少香港市民自发专程来到
尖沙咀天星码头， 发起守护国旗行
动，举行升国旗仪式，严正谴责暴徒
辱国恶行，并向国旗敬礼。
暴力冲击中联办和辱国事件发
生后，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
香港特区政府与社会各界齐声谴责
极端激进分子的暴行。

8月16日， 香港市民在香港北角警署大楼表
达支持警察的心声。

8月8日，市民在香港尖沙咀天星码头挥舞手中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四处滋扰，暴力升级，将香港推入危险边缘
进入8月后，“暴”和“乱”进一步升级，激进分子行径嚣张，无法无天。他们以所谓“游
击”方式，四处流窜滋扰破坏；发动所谓
“罢工”，阻塞公共交通，妨碍广大香港市民正常上
班；破坏公共设施，悍然围攻多区警署、袭击警员，不断升级的暴力将香港推入危险边缘。

8月3日，部分激进分子
借在旺角游行之名， 偏离警
方批准游行路线， 分散多路
在油尖旺地区展开流动式冲
击破坏。 激进分子两度堵塞
红磡隧道， 令香港岛与九龙
间的来回交通陷于停顿；先
后攻击或围堵尖沙咀、 旺角
及黄大仙警署， 喷写辱警字
句，言语挑衅警员，用砖头、
鸡蛋、油漆等杂物攻击警署，
破坏警车， 甚至在警署门口
公然纵火。
8月4日，激进分子在港岛
西、铜锣湾、将军澳等地进行
大肆破坏捣乱。 肆意堵路涂
鸦、围攻多间警署、再度以“
快
闪”方式堵塞红隧通道、流窜
至金紫荆广场涂鸦雕塑等。
8月5日， 激进分子将滋
扰、暴力恶行大幅升级，由日
到夜，分成多批，在全港多区
发起滋扰活动， 大肆破坏捣
乱，甚至做出极端违法行为。
香港十多个地区的公共道路

设施受损， 包括路边栏杆和
行人路的路砖被拆走、安全岛
标柱被损坏、 道路设施被涂
污、 大量路口交通灯受损等；
香港整体交通受到严重影响，
36条道路及红磡海底隧道一
度受阻，96条巴士路线需要暂
停服务或更改路线， 港铁有8
条路线服务严重受阻，有超过
200个离港及抵港航班取消。
8月5日及次日凌晨，激
进分子“兵分多路”，袭击全
港多区至少十间警署。 在警
署外涂鸦辱警字句， 向警署
和警员投掷硬物以及汽油
弹、燃烧弹等，用可伤害视力
的“激光笔”照射警员，破坏
警车，在街道、警署和多处建
筑物等地纵火，剪断电线。
11日， 在多区的非法集
会中， 有暴力示威者破坏公
物、堵塞道路；围堵警署，以
激光、砖块袭击警务人员；更
有暴力示威者投掷汽油弹，
令警务人员受伤。

13日晚、14日凌晨，在香港
国际机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暴
力事件。在机场非法集会的部分
激进暴力分子对两名内地居民
实施了严重的人身伤害行为。13
日20时许，他们先是非法禁锢了
持因私往来港澳通行证到香港
机场送人的深圳居民徐某，用索
带将他绑上，用镭射枪照射眼睛
并虐打，致其昏迷，在救护人员
到场后，又百般阻挠救助。最后
在警方的协助下， 用时近4个小
时才将徐某解救。其间，他们还
围殴了一名警员， 抢夺其警棍。
14日凌晨时分，激进暴力分子又
以怀疑《环球时报》记者付某假
扮记者为名，将其双手捆绑并围
殴，致使付多处受伤。
据记者观察， 目前激进分
子的装备日益齐全，配有头盔、
眼罩、口罩、木制盾牌、雨伞、行
山杖等装备， 有的甚至穿戴防
毒面具、战术背心、迷彩服等军
事化装备， 整个事件背后有周
密的策划。

令人警惕的是， 香港警方近
期接连查获激进暴力分子的武器
库。7月19日， 警方在荃湾区一座
工业大厦内查获烈性炸药、 燃烧
弹、汽油、利刀、铁通等武器，拘捕
的多名嫌犯中有“港独”分子。近
日， 警方在沙田及天水围捣破怀
疑与示威有关的武器库， 检获烟
雾弹、汽油弹、弓箭等武器，拘捕
11人，其中也有“港独”分子。
更令人警醒的是， 西方反华
势力与“反中乱港” 分子内外勾
结，狼狈为奸。在近期香港一连串
激进游行示威和暴力事件中，记
者在多个现场发现， 有外国人士
出现在激进分子人群中， 并与激
进分子交谈。近日，竟有“港独”组
织头目在港密会美国驻港总领馆
官员。 就在这次见面后的翌日，
“港独” 组织就在社交网站上扬
言，正在策动9月罢课。事实上，香
港反对派和本土激进分子与外部
势力明里暗里的相互勾结早已是
公开的秘密。 美英等外部势力不
但对修例风波中的极端暴力行为
视而不见， 用“自由”“民主”“人
权”的冠冕美化暴徒，更是毫不避
讳地频频上演“指手画脚”“召见
汇报”的戏码。这种“主子”和“狗
腿子”间“耳提面命”“摇尾乞怜”
的主仆丑态显露无遗。
修例风波发生以来， 香港警
方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坚
守岗位， 无惧无畏， 执法非常专
业、克制，是维护香港社会治安的
支柱， 也是守住社会稳定的最后
一道屏障， 无愧于世界上最优秀
警队的赞誉。

修例事件已经变质，
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征
回顾这两个月来发生在香
港的严重暴力事件，不难发现，修
例事件已经变质， 正如不少香港
人士所指出的，带有明显的“颜色
革命”特征。如果任由“暴”和“乱”
持续下去， 不仅会危及香港市民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而且会毁掉
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 毁掉香港
的法治基石， 毁掉香港的繁荣稳
定，毁掉“一国两制”，广大香港市
民不会答应， 全国人民也不会答
应。
8月7日，国务院港澳办和中
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在深圳共同举
办香港局势座谈会， 通报了中央
关于稳定香港当前局势的重要精
神，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
当前压倒一切的急迫任务。
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一切
法治、文明、理性社会所不能容忍
的。一切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原
则底线、践踏法治尊严、破坏社会
安定、 侵害公众利益的违法犯罪
行为， 都逃脱不了被追究法律责
任的结局。

行动
“反暴力、救香港”大集会今日举行
守护香港大联盟8月16日
举行发布会， 宣布将于17日下
午在金钟添马公园举行“反暴
力、救香港”大集会，呼吁全港
社会各界反对一切形式的暴
力，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大联盟
副召集人吴秋北在发布会上介
绍，大集会将于17日下午5时至6
时半举行，并阐述大集会有“乱
够了、停暴力、勿扰民、止破坏、
守法治、阻撕裂、返正轨”七大诉
求。
七大诉求具体 内 容为 ：停
止无休的非法游行、 集会、占
路；停止一切扔汽油弹、纵火、
扔砖等暴力攻击行为； 停止影
响市民日常生活的滋扰活动；
停止污损国旗国徽、 破坏警署
和公共设施；恢复守法传统，勿
自毁“一国两制”；不同政治取
向市民，不再互相攻讦；社会重
回正轨，政府改革向前。
谈到近月来发生的暴力事

件，全国政协常委、香港友好协进
会会长唐英年表示， 暴力冲突已
严重影响了香港的社会安宁，破
坏了法治精神。他希望，通过此次
大会，向社会发出止暴制乱、恢复
和平的声音， 呼吁市民支持香港
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警方严正执
法，维护“一国两制”原则，让香港
走出政治纷争、 继续保持稳定繁
荣。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
表示，暴力事件升级，香港市民生
活备受影响， 经济民生发展也受
到阻碍。他表示，希望此次大集会
能释放正能量， 向社会发出拒绝
暴力的声音； 也希望市民表达对
警方的支持， 因为警方为了维护
全体市民的利益，奉献良多。
吴秋北表示， 大集会将让市
民充分表达反对暴力、 维护安宁
的心声。 此外，9月开学在即，他
向学校、家长及学生作出呼吁，希
望学校专心办学，校园恢复平静，
学生专注学业。

5名涉嫌串谋侮辱国旗者被拘捕
据香港警方8月16日介绍，
警方拘捕5名涉嫌串谋侮辱国旗
者。
据悉， 香港警方在14日及
15日，分别于旺角、马鞍山、深
水埗、牛头角、黄大仙，以涉嫌串
谋侮辱国旗拘捕4男1女， 年龄
介于20至22岁。 警方从疑犯住
所带走了计算机、电话及衣物等
物品，以做进一步调查。

本月3日及5日，先后有极端
激进分子降下尖沙咀天星码头
五支旗杆处悬挂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旗， 并将国旗扔到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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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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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态
香港外资企业谴责暴力
呼吁共同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近两个多月来， 香港暴力
示威、冲突事件愈演愈烈，对内
影响民生、经济，对外影响香港
国际形象。 香港多家外资企业
纷纷发声，谴责暴力行为，呼吁
各界应尽快止暴制乱， 携手发
展经济， 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
心地位。
鉴于近日社会事件对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香港上海
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行
政总裁王冬胜表示，香港作为国
际金融中心， 拥有雄厚根基，地
位和声誉都得来不易，港人应该
加以珍惜，维护这个优势。
怡和集团发表声明表示对
近期的社会事件深感痛心及担
忧， 近日的暴力行为已严重扰
乱社会秩序， 为香港社会带来

不可估量的损失， 并危害其国际
地位，我们予以谴责。
太古集团发表声明称， 对近
期发生在香港的暴力和破坏活动
深表忧虑。集团坚决支持香港特区
政府、行政长官和香港警方在止暴
制乱、恢复法律秩序所做出的不懈
努力，并谴责一切挑战
“
一国两制”
原则和基本法权威的非法活动和
暴力行为。法治是香港经济繁荣和
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石。我们务必立
即行动起来，反对暴力，恢复安宁，
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作为国泰航空的最大股东，
太古集团表示， 全力支持国泰航
空严格执行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
确保航空安全的所有指示， 以及
对非法活动采取零容忍态度。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