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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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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电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
络办公室8月14日发表声明指出，对暴徒8月13日
在香港国际机场针对两名内地居民实施围殴、非法
禁锢等严重暴力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

声明说，在13日香港国际机场的非法集会中，

示威者撕下所谓“和理非”的假面具，瘫痪机场运作，
阻碍、辱骂、攻击不同国籍、不同性别的旅客乃至患
病人士和无辜小童，严重侵害他们的正当人身权利，
严重影响香港国际声誉。更令人愤慨的是，13日晚，
极端暴力分子采取围堵、搜身、非法禁锢、野蛮殴打
等手法对待现场正常采访的《环球时报》记者和持因
私合法证件途经香港机场送人的深圳居民，并袭击
到场协助护送的警员。暴徒对新闻记者的非法禁
锢、野蛮殴打，更是对全球新闻界的挑战和侮辱，是
对新闻自由的严重践踏。这些目无法纪、侵犯人权、
泯灭人性的暴行，完全超出文明社会的底线，已经与
恐怖分子的暴行无异。

声明说，我们向在13日晚围殴事件中受伤的内
地记者和旅客表示深切慰问，对身陷危境之中仍勇
敢喊出“我支持香港警察”的《环球时报》记者表达崇
高敬意。香港中联办将一如既往协助有关方面切实
保障内地居民在港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并坚定
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尽快拘捕暴徒，将他们绳之以法。

据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和香港警方
14日凌晨对暴徒在机场殴打旅客和记者予以严厉谴
责，称这些暴力行为远超文明社会底线，令人发指。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些暴力行为远超文明
社会底线，令人发指，特区政府予以最严厉的谴责。
警方一定会严正追究，将涉案者绳之以法。

香港警方表示，示威者罔顾法纪的暴力行为令
人发指，警方予以极严厉谴责，并强调会积极对案件
做出深入调查，不会放过任何线索，务必将施袭者绳
之以法。

香港警方介绍，在事件中，共拘捕5名男子，涉嫌
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袭警及破坏社会安宁
等。被包围殴打的2名受害人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

新华社电 上海市场监管部门13日
公布了2018年不正当竞争领域的部分典
型案例。其中，上海正善食品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陈某在抖音发布诋毁竞争对手
视频，被罚款10万元。

据介绍，2018年5月，上海市黄浦区
市场监管局接某公司举报，反映其竞争对
手上海正善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
某在抖音平台发布诋毁该公司的视频。

据介绍，上海正善食品有限公司通过
抖音、天猫、微信小程序等电商平台销售
原切牛排、葡萄酒等，依靠自媒体平台打
造自己的IP做营销，“牛肉哥”是其中一
个IP。陈某通过个人抖音号发布“牛肉
哥”对牛排和红酒的各类点评，迅速拥有
300万粉丝，成为“流量网红”，并在2018
年电商达人年度卖货榜单排名第五。

经查，当事人上海正善食品有限公司
与举报人系同行竞争关系，为了在互联网
上引起高关注度，其法定代表人陈某拍摄
了一段点评合成牛排的短视频并发布到
抖音平台。

根据该视频中的特写画面显示，陈某
所点评的合成牛排系举报人的商品，该牛
排含有酪蛋白酸钠、六偏磷酸钠、黄原胶、
高粱红等添加剂，符合国家相关标准，但
陈某在该视频中使用了“您敢吃吗”“想让
我家孩子得老年痴呆症吗”“要把儿童害
死的牛排”等用语，损害了举报人的商业
信誉和商品声誉。

上海正善食品有限公司的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十一条“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
誉、商品声誉”的规定，构成了不正当竞争
的行为。上海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其停止
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以罚款人民币
10万元整。

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香港特区政府

强烈谴责香港机场严重暴力行径

诋毁竞争对手
“抖音网红”
被罚10万元

8 月 13
日，游客在香
港国际机场
滞留。受非
法集会影响，
香港国际机
场再度严重
受阻 。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