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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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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联办强烈谴责香港机场严重暴力行径

据新华社电 针对媒体报
道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议员
卢比奥等发表“香港警察加强
使用武力并将示威者定性为
暴力罪犯令人震惊”“敦促特
区政府撤回修例、禁止警察使
用暴力”等谬论，外交部驻香
港特区特派员公署发言人 14

日表示，美有关议员混淆是
非、颠倒黑白，煽动暴力犯罪，
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表明，他们
就是极端暴力分子背后的
黑手。

发言人指出，面对这些突
破法律、道德、人性底线的严
重暴力犯罪，美政客为一己

政治私利，肆无忌惮地充当
极端暴力分子的保护伞和代
言人，昧着良心诋毁诬陷在
空前压力下仍在克制、专业
执法的香港警队，包括 700万
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同
声谴责！

发言人强调，乾坤朗朗，天

理昭昭。天网恢恢，疏而不
漏。“反中乱港”势力切莫低估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维
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意志和
能力。霸权主义者在别人的土
地上恣意妄为必将付出沉痛代
价！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必将受
到法律的严惩！

外交部驻港公署：美国有关政客就是暴力犯罪分子背后黑手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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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记协：强烈谴责围殴与非法禁锢记者严重暴力行径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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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港澳办强烈谴责
香港机场严重暴力行径

“史上最难就业季”“录取比
例创新低”“裁员潮碰到招聘
潮”……随着秋招即将到来，一
些线上求职中介平台一方面制
造求职恐慌，一方面声称有招聘

“内部资源”“绿色通道”，推出高
价“内推”“保offer”等项目，收费
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是否真如求职平台所说，交
了钱就可以保证录取？“新华视
点”记者进行了调查。

“××企业 2020秋招正式启
动！我已入群领取专属内推码，
提前一年拿全职offer！”看到朋友
圈里出现这样的信息，广州的应
届毕业生小王兴奋不已。扫码入
群后发现，想要获得内推资格，需
要转发上述文案到朋友圈。

小王按照要求在朋友圈发
文后被告知，简历可优先被企业
人力资源部门查看，但仍有筛选
淘汰的概率。要想直通面试环
节，需要参加6000元到5万元不
等的线上求职培训班才有机会
被“内推”。

记者注意到，类似这种打着
“内推”旗号的文案，在朋友圈、
应届生求职微信群、QQ群里病
毒式扩散，一些求职中介甚至
称，“内推比走后门还简单”。

记者调查发现，所谓的“内
推”都附加着一纸高额培训费用
单。offer先生、爱思益求职等平
台均在其高达四五万元的付费
项目介绍中承诺：“有企业内推，
并保证顺利拿到offer。”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平台力
推的名企实习、内部员工辅导、

“保offer”套路满满。
Synet求职平台称，其推出

的 STE（名企实践项目）此前已
与联合利华、普华永道等企业开
展合作，为求职者安排实习。该
项目收费5500元，包括4周项目
实习。但记者发现，求职中介宣
称的实习只是“线上实习”，“导
师”通过邮件、语音或者文字的
形式进行沟通。

一些求职平台声称能帮学
员拿到心仪的offer，如果没有拿

到合同里列出企业的 offer可以
退60%的费用。中山大学一名曾
报过爱思益49800元“V计划”的
求职者告诉记者，“只要拿到名单
中任何一家企业的录取名额，他
们就会声称‘保offer’成功。”

针对企业员工授课、与求职
平台内部合作等相关问题，记者
向多家大型企业求证。屡屡出
现在求职平台名单中的腾讯公
司表示，没有与任何第三方求职
机构开展任何形式的合作，不存

在与线上求职平台有付费内推
的合作关系。另一家高频出现
在名单中的企业字节跳动称，公
司不允许员工私下代表公司对
外进行任何指导。

一些企业负责人表示，就规
范的大企业而言，但凡有第三方
号称“保录取”基本都是假的。

一些企业招聘负责人建议，
求职者最好直接通过招聘企业
的官网或现场招聘等渠道求职，
避免上当受骗。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全国公安机关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会近日在湖北
武汉召开。会议透露：我国8类严重暴
力犯罪案件保持了连续多年下降趋势。

据了解，近年来，公安部大力推进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
成效，实现了风险预警预防更加精准、
基础管控工作更加扎实、打击违法犯
罪更加有力、社会整体防控更加严密，
为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提供了有力
的基础支撑。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
案件立案总量在连续3年下降的基础
上，同比又下降6.7%；8类严重暴力犯
罪案件同比下降 11.1%，保持了连续
多年下降趋势。

我国8类严重暴力犯罪
案件总量连续多年下降

据新华社电 今年以来，针对网络
文学领域存在的低俗色情等问题，

“扫黄打非”部门大力组织开展专项
整治。截至 7月底，全国“扫黄打非”
办公室转办涉嫌传播低俗色情淫秽
内容线索 347 条，查办刑事案件 10
起、行政案件 67起，约谈 70余家网站
并责令整改。

全国“扫黄打非”办部署北京、上海
查处晋江文学城、起点中文网、米读小
说、番茄小说等违法行为并公开曝光；
浙江查办“3·28”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案，刑拘3人；湖北成功办结武汉“8·03”
非法经营案，8人被判刑；北京连续查处

“红袖添香”“17K中文网”“豆瓣网”“新
浪微博”“磨铁中文网”等多起网站传播
淫秽色情小说案件，给予行政处罚；河
北查处微信公众号“七米文斋网”传播
淫秽色情小说及漫画案件，对公众号负
责人予以行政拘留十日；湖南查处“看
呗网”传播淫秽色情小说案件，予以行
政罚款并关闭网站；安徽查处“笑穴中
文网”传播淫秽色情小说案件，已由公
安机关刑事立案。

全国“扫黄打非”办约谈
70余家网站并责令整改

近日，有网民反映夏天乘坐网约车
请求开空调被拒，竟需要额外付费才
行，引发网民广泛关注。

7月28日，在湖南读书的小曹就遭
遇了“滴滴出行”司机加收两块钱空调
费的事情，气愤的他在投诉无果的情况
下，在“滴滴出行”官方微博下留言反
映。留言后，滴滴主动联系小曹，核实
情况后，补偿给小曹一张 10元的优
惠券。

广西的张女士也遇到了类似情
况。据张女士介绍，当时气温35摄氏
度，司机称开空调要另外发红包，结果
打车花费 16元，红包给了 4元。除了

“滴滴出行”个别司机外，山东的陈先生
在使用另一款出行软件“嘀嗒出行”时，
也遭遇了该平台司机要求加钱才开空
调的情况。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存在开空调额
外收费外，下雨、深夜等特殊场景下也
存在网约车司机乱收费现象。而司机
普遍反映的理由是经营压力大，赚不
到钱。

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多属于司机个
人的不当行为，即便自身利益未得到保
障，也不能将相关成本私自以不合理方
式转移给消费者。记者调查发现，虽然
目前网约车平台拥有相对透明的计价
规则和完备的服务标准，但平台的监管
能力还十分有限。 新华

四五万元就能“内推”“保offer”？
小心求职平台的“坑”

网约车开空调要加钱？
属司机个人不当行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