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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港澳办强烈谴责

香港机场严重暴力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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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机场管

理局14日表示， 目前已经取得法庭临时

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地及有意图地，

故意阻碍或干扰香港国际机场的正常使

用。

香港机管局强调， 任何人不得在机

场出席或参与任何在机管局指定地方之

外举行的示威、抗议或公众活动。正在取

得有关临时禁制令的盖印副本， 并会在

取得有关盖印副本后展示该临时禁制

令。

从9日开始， 有示威者连续在香港

国际机场举行大规模未经批准的公众集

会。 12日、 13日， 滋扰活动严重阻碍香

港国际机场运作， 导致大面积取消航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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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港澳

办发言人徐露颖14日就13日晚在香港国

际机场发生的部分暴徒围殴内地记者和

游客等严重暴力行径发表谈话， 表示极

大愤慨和强烈谴责， 并支持香港警方依

法拘捕涉事暴徒。

徐露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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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

解， 徐、 付二人目前仍在医院留医。 我

们对这种近乎恐怖主义的行径表示最强

烈的谴责， 并向受伤的内地同胞和香港

警员表示深切慰问。

徐露颖表示，连日来，香港激进暴力

分子完全突破了法律的底线、 道德的底

线、人性的底线，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公

然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行为， 令人触目惊

心，不寒而栗。他们的行为是对法治的极

端蔑视，严重地损害了香港的国际形象，

严重伤害了广大内地同胞的情感。 对于

这种极其恶劣的暴力犯罪行径， 必须依

法严惩。 我们坚决支持香港警队和司法

机构果断执法、严正司法，尽快将违法犯

罪分子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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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时代，

手机app让一键出行、一键订餐、一键

娱乐成为可能，丰富和便利了人们的

生活，成为各行业争夺互联网赛道的

一个发力点。然而，随着用户对“一键

get”越发依赖的同时，app大有泛滥之

势： 不仅让用户在app的海洋里找不

着北，还因广告、能耗、重复建设等问

题，成为用户“指尖上的负担”。

膨胀的app成手机“不能承受之重”

“在银行开个户，多了10个app。 ”

在外企工作的白领田原抱怨道。刚刚

在银行开完卡的她，又在工作人员指

引下下载app，并在app上做了一系列

绑定操作。“app总闪退或没反应，浪

费了不少时间。 ”

为验证已下载app的真伪， 她在

app store搜索开户行名称， 居然出现

了涵盖手机银行、理财、校园、购物、

导航等不同业务的17个app。“同一家

银行搞十来个app，每个app的功能设

计和服务重点， 我们根本搞不清楚。

之后也不会再打开。 ”

与田原有类似感受的用户不在

少数。不少受访者说，同一家电商，不

仅有商城app，金融app，还有超市app；

同一座城市，公交用1个app，地铁要

装1个app，去医院挂号每家医院都要

下载1个app， 办理政务每办理1项需

要1个app，超市发折扣券要想使用还

要下载app……

“手机里不装上百个app，感觉生

活‘难以为继’。 ”90后公务员小于有

点无奈。他说，尽管不定期卸载清理，

还是常常在满屏的app海洋里找不着

北。

日前， 工信部对市场上各类app

进行统计和监测的结果显示，我国移

动应用程序总量高达449万款。 生活

服务类、 电子商务类等8类应用下载

量超过千亿次。

大多数用户的手机上，少则数十

个、 多则上百款的app铺满几页手机

屏，想找到想用的要来回翻几页。 曾

经app带来的“一部手机在手，吃穿用

行都有”的便捷，逐渐迷失在满屏的

应用海洋里，成为手机“不能承受之

重”。

指尖上的便捷还是负担？

一些用户反映， 许多app的设计

很“鸡肋”，功能不常用、不实用，但弃

用后又偶尔有扫会员码、查询消费记

录等需要，常常望满屏app而却步，使

之成为“指尖上的负担”。

记者采访发现， 不少app不同程

度地出现闲置、 重复建设等问题，背

后是app建设中常见的三个误区：

———功能分散、各自为政。 一位

为商业银行提供技术服务的工程师

向记者介绍， 一个银行app的发布流

程是， 某业务部门结合自身业务，向

公司提起“开发app”的申请，审批之

后即可进行开发制作。

“让用户下载app，主要是考核的

驱使。 因此常出现不同业务线‘各自

为政’、各自打造app的现象。 加之开

发经验不足、 对用户需求了解不透，

导致了‘僵尸app’的产生。 ”该工程师

说，冷门业务也要单设app，其实下载

量和日活跃用户数都非常低。

———粗制滥造，用起来糟糕。 手

机app太多太杂，是个部门就想建设，

是app质量无法保证的原因之一。

App还成为广告泛滥的重灾区。

记者下载并进入某城市的地铁app，

除了进出闸机时用到的扫二维码功

能外，九成内容是餐厅优惠券、信用

卡广告、面膜广告等，成为用户诟病

的一大因素。

———app泛滥成“能耗杀手”。 记

者调查发现， 大量app不仅占用数据

资源，占用手机内存，还耗能惊人。

“手机刚买不到一年， 就被满屏

的app拖累得跑不动了。 ”受访工程师

透露， 为了让通信通道时刻保持活

跃，开发方通常会让自家软件互相唤

醒，因此耗能很大。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信息工

程学院副教授焦海龙告诉记者，随着

功能的增强，手机app会产生显示屏、

网络连接、CPU、 硬件模块等方面的

耗能，上百个app能耗的累加，对手机

性能、响应速度、温度、寿命等影响较

大。

从需求体验出发，提升用户获得感

“app的开发成本和维护成本都

很高，适合较为高频的服务。 偶尔办

理的业务其实无需通过app进行。 过

多的app不论对开发单位还是消费

者，都是负担。 ”数旗智酷创始人唐鹏

建议，加强app开发前的审批制度，考

量app建设的必要性，克服重复建设、

app闲置等问题。

科技的意义是让生活更便捷，而

不是让指尖有负担， 手机更费电。

“一个品牌有多个app， 一个城市100

个政务app， 是由于没有站在用户体

验的角度考虑问题。” 宇信科技原副

总裁孟东炜建议， 引入事后评价制

度， 从用户体验出发， 才能提升用

户的“数字获得感”， 让便捷不“变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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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中

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以下简称“中国

记协”）

就8月13日晚在香港国际机场发

生的部分暴徒围殴《环球时报》记者付国

豪一事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围殴与非法

禁锢记者的严重暴力行径。

声明指出， 中国记协对无理阻挠记

者正常采访，针对记者实施围殴、非法禁

锢等严重暴力行径， 表示极大愤慨和强

烈谴责！ 对在围殴事件中受伤的记者表

示深切慰问！ 对这名身陷危境仍勇敢喊

出“我支持香港警察”的记者表达崇高敬

意！

新闻工作者依法享有的人身权和采

访权决不容侵犯。 涉事暴徒对新闻工作

者的野蛮殴打、非法禁锢，是严重的人身

伤害和恶劣的暴力犯罪行为， 是对新闻

工作者正当权益的漠视和侵害， 是对全

球新闻界的挑战和侮辱， 是对新闻自由

的严重践踏。 中国记协坚决维护新闻工

作者正当的采访权益， 强力支持新闻工

作者开展正常的新闻报道活动。 中国记

协强烈呼吁有关方面对侵害新闻工作者

人身安全和新闻报道权益的违法行为给

予依法严惩， 尽快将违法犯罪分子绳之

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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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国泰

航空和其最大股东太古公司分别发表声

明，表示谴责一切挑战“一国两制”原则

和基本法权威的非法活动和暴力行为，

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特区行政长官

和警方在止暴制乱、 恢复法律秩序上做

出的不懈努力。

国泰航空在声明中称， 对近期发生

在香港的暴力和破坏活动深表忧虑，坚

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 特区行政长官和

警方在止暴制乱、 恢复法律秩序所做出

的不懈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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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古公司在声明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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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航空称， 公司时刻保障顾客和

员工的安全，这是公司的首要任务。公司

遵守香港民航处以及国泰航班飞往及飞

越所有国家及地区的相关法规。 国泰航

空会完全遵守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安全指

示。

太古公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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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围殴与非法禁锢记者严重暴力行径

国泰航空和太古公司分别声明：

谴责一切暴力行为 坚决支持特区政府

香港机管局：

已取得法庭临时禁制令 禁止干扰机场正常使用

一家银行17个App，

是便捷还是负担？

App泛滥成手机“不能承受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