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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

8

月

13

日电

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3 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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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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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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奚慧颖）

城市

更新， 是让广州这座千年商都焕发新

活力的重要途径。 记者昨日获悉，市住

建局正在就《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总

体规划

（

2018-2035

年）》（以下称“更新

规划”）

进行公开招标采购。 新规划将

对广州未来15年的全市城市更新工作

做出总体安排， 并成为指导和部署全

市城市更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上一轮更新规划即将到期

据了解，2009年广东省出台“三

旧”改造政策以来，广州在省相关政策

的引导下不断探索有组织、 系统性的

“三旧”改造工作，并于2015年出台了

《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 正式将“三

旧” 改造的工作内容统一纳入城市更

新。 广州的城市更新已整整开展了十

年， 大量的工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和教训， 为新时代广州的城市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新路径。

今年上半年公示的广州新一轮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提出了城市总体目

标， 包括老城市新活力、 推动产城融

合、促进高质量发展等。 而在土地供需

矛盾日益突出的现实背景下， 城市更

新必将成为广州实现未来战略目标的

重要抓手。

而且， 由于上一轮广州市城市更

新总体规划即将于2020年到期， 亟需

开展新一轮的广州市城市更新总体规

划工作， 以期对未来15年的全市城市

更新工作做出总体安排。 新一轮规划

将成为指导和部署全市城市更新工作

的纲领性文件， 并作为城市更新相关

规划、计划编制，以及城市更新相关政

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此次招标采购项目预算金额为

3949400元。 项目周期预计为3个月。

拟定微改造重点项目计划库

本次规划研究范围为广州市行政

辖区范围，面积7434.4平方公里。 规划

范围以广州市最新的“三旧”地块数据

库动态调整和核查梳理分类成果中的

“三旧”用地为主，综合考虑老旧小区、

政府公房等其他城市更新资源， 以及

需要整合连片的范围。

工作内容方面，既包括对上一轮更

新规划的评估，即评估上一轮广州市城

市更新总体规划的实施绩效以及存在

的差距和不足，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有

针对性地提出本轮规划的主要方向和

内容。 也要对广州市最新的“三旧”地块

数据库动态调整和核查梳理分类成果

中的“三旧”用地以及老旧小区、政府公

房等其他城市更新资源进行现状评析，

分析城市更新资源的现状情况与特征。

此外， 结合广州市最新城市更新

政策以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要求，

划定全市城市更新策略分区， 并提出

策略分区的管控要求和策略指引。 继

而确定全市重点更新片区； 结合实际

情况拟定全面改造、 微改造重点项目

计划库， 明确项目分类， 指导规划实

施。

保障机制方面， 研究提出有助于

城市更新总体规划落实的政策支撑和

工作机制保障， 确保城市更新工作的

有序推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阳辉 通讯员

公新文）

8 月 12 日下午从四川成都传

来喜报：在成都进行的第十八届世界警

察和消防员运动会上，广州市公安局选

派的 5 名特警取得了 1 项个人冠军、1

项团体小组第三的优异成绩。

本届运动会，广州市公安局根据公

安部的要求，选派特警支队 5 名特警

（

3

男

2

女，含一名教练）

作为中国警察代

表队成员参加这次世界警察手枪射击

（PAP）比赛项目。 经过 8 月 10 日和 12

日两天激烈的角逐， 广州特警队员克

服了种种困难，取得该比赛项目的 1 项

个人冠军、1 项团体小组第三的优异成

绩。其中，女警金鑫权获得 PAP 个人冠

军， 取得中国警察参加世界级赛事的

历史性突破。 范艳萍代表中国 1 队参

赛取得团体第三。 张军、孙万鹏分别获

得男子个人第十、第十四。 黄栋君作为

国家队教练也亲自上场，并带领中国三

队、中国一队、中国二队取得团体赛第

二、第三和第七的优异成绩。

比赛中，广州特警队员们凭借着扎

实的体能基础、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过硬

的专业技能，克服饮食、天气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取得优异成绩，为中国警队

争了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粤消宣 ）

为积极适应消防救援工作的

新形势、新任务，全面承担广东重特大

灾害事故抢险救援任务，满足跨省增援

任务的需要，8 月 13 日上午，广东省消

防救援总队综合应急救援机动支队举

行揭牌仪式，标志着综合应急救援机动

支队正式成立并投入执勤。

该机动支队下设地质灾害救援、水

域救援、山岳救援、核生化救援、重型工

程机械救援、战勤保障和应急通信保障

等七个类型的专业救援大队。

其中，在广州、深圳、东莞支队和总

队特勤大队建成 4 支重型地质灾害救

援大队。结合省级抗洪抢险机动队伍组

建在全省各支队级单位， 建成 22 支水

域救援大队。 在韶关、肇庆支队建成 2

支山岳

（高空）

救援大队。在总队特勤大

队和深圳支队建成 2 支核生化救援大

队。 在广州、深圳支队建成 2 支重型工

程机械救援大队。 在广州、茂名、汕头、

惠州、韶关、梅州、江门支队建成 7 支战

勤保障大队。 在广州支队、总队特勤大

队建成 2 支应急通信保障大队。依托总

队机关建成机动支队指挥机关，下设作

战指挥、政治动员、通讯保障、调度及信

息联络、战勤保障、卫勤保障、宣传保障

和支持专家等 8 个功能组。

据介绍，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综合

应急救援机动支队突出实战拉动，共组

织开展无预案、无脚本，空地一体、多队

联合跨区域地震救援实战演练两次，实

地检验队伍快速集结、机动反应、力量

投送、技术救援、综合保障、协同配备等

能力。 结合全省洪涝灾害实战任务，组

织开展水域救援实战演练 3 次，圆满完

成了“6.10”河源抗洪抢险等救援任务。

外交部驻港公署敦促美国会议员：

立即与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

林郑月娥呼吁香港社会各界反对暴力、维护法治

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

综合应急救援

机动支队成立

下设水域救援、山岳救援等 7

类专业救援大队

未来15年城市更新往哪走？

广州将编制专项总体规划

广州特警在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上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