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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这个周末
与平常不太一样

走在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附近的
波斯富街，眼镜店、珠宝店和钟表店都
是大门紧闭；再往前经过罗素街、启超
道，穿过怡和街，走到崇光百货，路边
大大小小的店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关
门了。

这是 11 日（周日）晚上八点左右
的场景。这一段连通时代广场、希慎
广场和崇光百货的道路，是铜锣湾商
圈的核心，平日里人头攒动、熙熙攘
攘，当晚却异常冷清。

6 月以来的几乎每个周末，极端
分子都会发动流窜式的示威游行。受
影响的商家不得不选择从下午开始就
停止营业。周末的香港，本来是“愈夜
愈美丽”，现在受示威游行波及，呈现
肃杀凋敝的景象。

“以前香港晚上多热闹啊，十点多
甜品店还在排队，渴了就去路边的便
利店买个饮料。”游客张先生感叹说，

他原本想去诚品书店买书，没想到却
吃了“闭门羹”。“作为一个旅游城市，
周末在铜锣湾这个黄金地段，八点多
这个黄金时间，居然甜品吃不上，书店
进不去，真是闹心。”

怡和街上人流匆匆走过黄色斑马
线本是香港的标志性景点之一，这一
晚却异常冷清。车少、人少，见到最多
的是从头包到脚的“黑衣人”。据当地
媒体报道，有示威者晚上7时许，在铜
锣湾信和广场对面的告士打道，用栏
杆、雪糕筒等设置路障，不让车辆通
过。

游客黄女士告诉记者，看到这些
黑衣人，听到他们的叫嚣声，她的购
物欲瞬间消失了。“刚才还抱怨这些
商铺大惊小怪，都关着门。我现在只
想赶紧回到酒店，哪怕看看电视也比
在这里瞎逛要好。”

启超道一家还在营业的化妆品店

的店员周先生说，虽然担心安全问题，
但老板还要交租金，所以生意继续
做。“其实这么乱，大家也不敢出来消
费。我们也会留意，一有事情就马上
关门。”

持续的暴力冲突对香港经济的
冲击已经开始显现。截至目前共有
超过 20 个国家对香港发出旅游警
示；7 月访港旅客跌幅达双位数，预
计 8 月和 9 月访港旅客人次将显著
下降；6 月酒店入住率比去年同期
下跌 3 个百分点，7 月更出现双位数
跌幅；零售业营业额大跌，7 月跌幅
为个位数，预计 8 月将达到双位数
……

“真的希望混乱赶紧结束，让大家
的生活都回复平常。”张先生说，店家
开门做生意，游客在商场“血拼”，甜品
店大排长龙，书店里人头攒动，那才是
香港应有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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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府12日决定将日本清出
可以获得贸易便利的“白色清单”，拟9
月生效；今后20天“征求公众意见期”
内，日方如果交涉，韩方愿意响应。

日本政府8月7日颁布针对韩国
的类似举措，韩方随即宣布将作出对
等回应。

成“另类”
日本不再“受信任”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成允模
在记者会上说，韩方把贸易伙伴分类
制度从现行的甲、乙两类改为甲1、甲
2、乙三类，把日本列入新增的“甲2”
类，即“参加现有四大国际多边出口管
制机制，然而所运行出口管制体系违

反国际惯例”的国家。
目前，仅日本处于韩国所设定的

甲2类。
韩联社报道，韩国原先29个贸易

伙伴获得最高级别的“甲类”国家出口
便利，日本是其中之一；新举措意味着
日本不再属于韩国“受信任的贸易伙
伴”、即所谓“白色清单”国家，对日本
出口的审批手续相应地由简入繁。

按照新分类，韩国企业向日本出
口“战略商品”时，简化的申报和审批
流程需要大约15天，比现行的5天大
大延长；必须单项逐一申请审批，每项
向政府递交5份不同的证明材料，而
原先仅需三份材料。针对特殊情况的

“综合审批”手续要耗费两年时间，而

且仅在少数情况下获批。
成允模说，对日本施行出口管制，

依据是“与一个频繁违反出口管制基
本原则或运行非法（贸易）制度的国家
难以密切合作”。

可“申诉”
新规则拟9月生效

成允模说，新规则拟9月生效，在
那以前有20天时间征求公众意见，其
间日方如果申诉，韩国政府愿意响应。

产业通商资源部贸易投资室长朴
泰晟说，调整出口分类不只针对日本，
今后根据情况变化可能将其他国家列
入新增类别。

日本政府上周决定将韩国清出贸

易伙伴“白色清单”，定于本月晚些时
候生效；与这一改变相应，日本企业对
韩国的出口审批流程可能需要90天。

日韩这轮争端始于日方7月针对
韩国所需三种关键半导体工业原材料
施行出口管制，殃及三星电子等韩国
技术企业巨头。韩国指认日方对韩方

“经济报复”，缘由是韩国法院裁定日
本企业赔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
的韩国劳工。

日本上周批准日企向韩国出口一
批极紫外光致抗蚀剂、即三种管制原材
料之一，似出现争端缓解迹象，韩方暂
缓把日本清出“白色清单”。只是，日方
迄今无意撤销对韩方出口管制，韩方准
备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 据新华社

新华社奥斯陆8月11日电 挪威警方11
日表示，日前在奥斯陆附近清真寺实施枪击
的挪威籍青年可能是极端排外主义的支持
者，警方已将这起枪击事件作为恐怖袭击案
展开调查。

一名白人男子10日闯入奥斯陆附近一座
清真寺开枪射击，射伤寺内一人。袭击者被
捕后，警方在其住所发现一名女性死者，后证
实死者为袭击者17岁的妹妹。目前，警方指
控其杀害妹妹并在清真寺内企图杀害他人。

据挪威广播公司报道，袭击者行动前在互
联网上某极端主义论坛发布了极端言论，对最
近几起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表达支持。

奥斯陆大学极端主义研究中心负责人比
约戈教授对媒体表示：“这些网络上的极端主
义社区充斥着渲染暴力和种族仇视的极端思
想，甚至到了一种疯狂境地。”

挪威警方将清真寺枪击案

作为恐袭调查

香港三个旅游业工会12日发布
的有关旅游业从业者问卷调查显示，
近两个月来，受访者平均收入跌幅接
近八成，逾一成受访者收入为零。

港九劳工社团联会旗下香港导游
总工会、香港领队总工会和香港旅游
服务业员工总会当日举行联合发布
会，公布“当前香港旅游业雇员状况”
调查问卷结果。三个旅游业工会本月
初进行问卷调查，约1012名旅游业者
完成问卷。

受访者普遍表示，与去年同期相
比，自6月以来，接待的旅游团数量
平均下跌超过 70%，收入平均下跌
约75%。其中，四成受访者表示，收
入下跌超过 90%；逾一成受访者表
示收入为零；超过九成的受访者对
香港未来一年的旅游业前景感到担
忧。

香港导游总工会理事长黄嘉毅表
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旅游业数据表现
良好，但示威行动导致七八月份香港

旅游旺季变为“寒冬”。往年同期，导
游平均每月接待12至15个旅游团，
今年受示威活动影响，内地、东南亚、
欧美等地纷纷取消旅游团。不少导游
8月成团数为零。

香港领队总工会理事长刘振远强
调，当前香港旅游业状况比“非典”时
期更糟糕。他担忧，不少从业者打算
借旅游旺季储蓄收入，以应对旅游淡
季。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从业者可能
工作、生活都受到影响，旅游业人才可
能大幅流失。

港九劳工社团联会主席林振昇表
示，希望香港特区政府能推出纾困措
施，帮助业界走出困境。他建议，特区
政府设立旅游业雇员技能增值计划，
为失业或者开工不足的从业者提供贷
款等。

林振昇表示，希望社会各界能够
停止暴力，想一想、静一静，搭建理性
沟通的平台，一起携手帮助香港旅游
业重新健康发展。

香港警方12日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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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炳强说，当有人犯法的时
候，警察一定要执法，他呼吁示威
者不要再以暴力方法扰乱香港社
会秩序，并希望社会尽快恢复平
静。

受示威者在机场集会影响，机
场运作已严重受阻。香港机场管
理局12日下午表示，除了已完成
航班登机程序的离港航班，和正前
往香港的抵港航班外，其余当日所
有航班已全部取消，所有航班登记
服务暂停。

香港机管局表示，已启动机场
紧急事故应变中心，机管局与航空
公司正保持紧密沟通，希望机场尽
快恢复正常运作。当局将视机场
运作的恢复情况，由机管局与航空
公司在13日早上6时起实施航班
重新编配。

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
陈帆表示，今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发
生了一个未经批准的公众集会，以
表达意见之名严重干扰机场的运
作，引致机场全面停止运作，令香
港付出沉重代价。

陈帆指出，每天有接近20万
名旅客进出香港国际机场，这20
万名旅客为香港带来的经济效益
是难以估计的。在东涌区域有超
过10万市民居住，而今天的骚扰
令整个北大屿山高速公路严重阻
塞，使东涌居民出入受到严重影
响。

据了解，前往机场的道路上一
度排起车龙。新巴城巴16条机场
快线被迫改道，另外机场1号客运
大楼的巴士站也曾取消服务。

机管局呼吁旅客出发前往机
场前，透过机场网页了解最新航班
情况，同时需要留意航空公司有关
航班的最新消息，在确认航班后再
出发前往机场。

受非法集会影响
香港机场昨全面停运

韩国将日本清出贸易“白色清单”

示威行动导致旅游旺季变“寒冬”

香港旅游业者
收入大跌近八成

临近中午，在黄大仙纪律部队宿舍
内，31岁的潘卓斌和同伴们给警员家属
送上精美的文具、玩具套装。随后，他们
走到宿舍大门口，共同高呼“反暴力、护法
治”，为警方加油。

本月初，部分示威者向该处宿舍投掷
爆竹及大量杂物，更有示威者骚扰、恐吓
警员家属。“警察是维护市民生命财产的
重要防线，伤害警察及其家属的行为是绝
不能接受的。”潘卓斌说，多谢警队的辛苦
尽责，期盼尽快停止一切暴力行为。

12日，在黄大仙纪律部队宿舍、西区
警署、湾仔警察总部等地，都有香港市民
前去慰问、支持警察及家属，支持警方严
正执法。

30岁的市民蔡女士在黄大仙纪律部队
宿舍附近工作，她和潘卓斌一起参加了慰问
活动。“我想让警方知道，很多市民是支持他
们的，给他们内心增添力量。”蔡女士说，部
分激进示威者遇到困难就向警方求助，没有
困难就污蔑警察是“黑警”，这很不道德。

在西区警署，30多名来自无锡旅港
同乡会、香港锡山同乡联谊会的香港市
民，向警方送上慰问和支持。

他们给警方送上鲜花、心意卡及枇杷
膏、维生素C、润喉糖等物资，并在警署门
外拉起横幅，拿着标语，齐声高喊“守护香
港”“支持警察”。

市民谢女士特意暂时放下工作，到西
区警署支持警察。“看到警察的付出，大热
天背着这么重的装备，都是为了维持香港
治安，为市民服务，因此很想出来支持他
们！”她说。

市民冯先生也表示，对蓄意冲击警察等
恶行，感到十分愤慨和痛心。警察执法很不
容易，希望香港社会尽快恢复平静和谐。

12日下午，20多名来自香港道教联
合会的市民到访湾仔警察总部。他们举
着“支持政府依法施政、警队依例执法”的
横幅，高喊撑警口号。

香港道教联合会主席梁德华向记者
展示了致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的支持及
赞赏函。梁德华说，面对激进示威者的袭
击和舆论压力，警务人员谨守岗位，维护
法纪，表现专业克制，无愧于世界上最优
秀警队之一的称号。

对于11日晚有暴徒在湾仔警察总
部、长沙湾警署、尖沙咀警署等地向警务
人员投掷汽油弹，梁德华十分气愤。“这是
非常错误的行为，应该尽快将这些暴徒绳
之以法。”他说。

“感谢警队对香港无私的付出，希望
警队能够保持坚毅不屈的精神，维护社会
法治，保护市民大众，让香港能尽快恢复
原有的安定和繁荣。”梁德华说。

谢谢警队
辛劳尽责

香港市民自发慰问和支持警察

香港警方拘捕15名核心暴徒
从9日到12日，共有149名激进示威者被拘捕

图为受伤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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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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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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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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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组文图均据新华社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必须采取严正行动
制止暴力行为

8月12日，香港警方展示的证物。

图为受伤警察的手。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副处长
邓炳强在记者会上介绍相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