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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媒体和公众，美方一些人一
会是这个说法，一会又是另一套解
释，让不少西方媒体感到难以捉摸。
美方一些人为什么总是被“误读”？
最根本的原因不在媒体，更不在受
众，而在于其自身反复无常。在挑起
和升级中美经贸摩擦的过程中，美方
一些人罔顾事实，不断抛出各种谎
言，企图混淆视听、从中渔利。

他们宣扬“加征关税打击了中

国”，但是摩根大通最新调查却表明，
美国家庭每年将为此多支付 600 美
元，关税升级后该数字将上升到1000
美元；他们无端指责中国是“汇率操
纵国”，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
中国年度第四条款磋商报告却表明，
美方指责毫无根据、站不住脚；他们
声称“投资者正逃离中国”，但从中国
商务部公布情况来看，7 月中国实际
使用外资 548.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8.7%，今年 1 至 7 月实际使用外资
金额 5331.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7.3%。在事实面前，美方的谎言总是
不攻自破。

谎言不断，折射美方一些人执政
的任性。德国《南德意志报》日前的
报道一针见血地指出：本届美国政府
没有让美国更强大，反而让它明显更
弱了。美方一些人曾经自诩擅长所
谓“交易的艺术”，其实不讲诚信、不

负责任、出尔反尔才是这套“艺术”的
“精髓”。美国学者马丁·西弗认为，
美方出尔反尔的做法损害了美国的
国际信誉，它让人觉得美国不可靠。

谎言背后，是对经济规律的无
视，以为行政手段可以取代“看不见
的手”；谎言背后，是对国际规则和全
球经济秩序的破坏，以为凭着一己蛮
力就可以把深度互嵌的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推倒重来；谎言背后，是强权

逻辑支配下的霸凌主义行径，以为极
限施压就能让对手就范；谎言背后，
是对民心民意的轻慢，以为不择手段
才是达成目的的捷径。

然而，空口袋立不起来，谎言终究
是谎言，既经不起事实和规律的检验，
也逃不过世人的眼睛。事实已经证明
并将继续证明：无论是精巧打扮谎言，
还是不断重复谎言，到头来都会穿帮，
露出其真实的面目。

谎言在事实面前总是不攻自破
辛识平

美国最近再次任性加征中国
输美产品关税、和欧洲就关税等
问题大打“口水仗”，继续升级霸
凌行径，这不仅受到中方有理有
节的批驳和反制，也引起世界普
遍反感。

对于美式霸凌，连美国的欧
洲盟友都看不下去。欧洲理事会
主席图斯克日前公开表示，贸易
战必须停止，如果美国出于政治
原因使用关税，将危害全世界。
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缓解紧张。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应采取共同办
法，不应单独设置解决问题的框
架。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支持惩
罚性关税的人今后可能得为全球
经济衰退负责。”

美式霸凌之所以为整个世界
所反感，是因为美国为了私利，把
整个世界当成榨取利益的目标，

让整个世界变成受害者。
今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一再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大行单边
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全世界肆意
挑起经贸摩擦。该组织强调，各
国不应“以关税替代对话来施压
他国”。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正
是讲给美国听。

在美国的霸凌版图中，由其单
方面挑起的对华经贸摩擦，将其霸
凌行径本质暴露无遗。美方不仅
挑起对华贸易摩擦，还不惜调动外
交和国防等多个政府部门，在科
技、金融等多方面打压中国，显示
出霸道、自私和虚伪的本质。

美国实施霸凌的时间越长，对
世界的危害越大，世界对它的真面
目就认识得越清楚。埃及《金字塔
报》资深记者萨米·卡姆哈维说，一

场经贸摩擦，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担
当责任的中国和一个恣意妄为的
美国。德国工业联合会常务董事
约阿希姆·朗痛斥说，美国无视以
规则为基础、平等的贸易体系，奉
行“美国优先”，伤害别国利益。俄
罗斯媒体犀利指出，美国已习惯享
有特权，但“当这个舒适的体系开
始动摇时，当竞争对手变得更强大
时”，美国就会“不惜一切代价”保
持其在世界的主导地位。

霸凌者终将被霸凌误。美国
的霸凌行径到头来得到了什么？
表面上，美国政府可能会增加上
百亿美元关税收入，但实际上，美
国遭受的损失不可估量。事实表
明，加征的关税绝大部分由美国
企业和消费者埋单，霸凌行径让
美国国家信誉赤字累累。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27日在谈到七国
集团峰会涉港声明时说，香港事
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
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七国集
团成员不要再居心叵测、多管闲
事、图谋不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七国集团峰会发表领
导人声明，其中重申《中英联合声
明》的存续性和重要性，呼吁避免
暴力。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对七国集团峰会领导
人声明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
手画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
对。”耿爽说，“我们多次强调，香
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
政府、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

耿爽说，发生在香港的游行示
威和暴力活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
月，香港的法治、社会秩序、经济民
生和国际形象受到了严重冲击。
没有人比包括香港市民在内的中
国人民更关心香港的繁荣稳定。

“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会处
理好。请七国集团成员不要再居
心叵测、多管闲事、图谋不轨。”他
说。

耿爽指出，《中英联合声明》的
终极目的和核心内容是确定中国
收回香港，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随着香港回归祖国，中国政府依照
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治。
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任何国家和组织无权假借《中英联
合声明》干涉香港事务。

新华国际时评

霸凌不休 世界反感

近日，单某某在北京妇产医
院驾车堵塞急救通道，扰乱公共
秩序一案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北
京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并开展调
查取证，现将情况通报如下：

一、对涉案牌照的调查情况
经查，8 月 14 日，单某某所驾

车辆悬挂的京 A88519 号牌，系市
交管局于1995年10月6日依据公
安部启用92式号牌的相关规定按
序核发，初次登记为一辆松花江
牌微型面包车，车辆所有人为本
市居民李某（女，56 岁）。2004 年
10 月，李某将车出售给一企业；
2005年6月，该企业又将车出售给
王某（男，46 岁）；2007 年 2 月，王
某将车出售给和某（男，55岁），和
某持有该号牌至今。经核查，上
述交易过程号牌均随车完成转移
登记等相关手续，材料齐全，符合
当时相关交通法规政策规定。

二、对涉案车辆的调查情况
经查，2018 年 6 月，单某某的

丈夫徐某（男，53 岁，民营企业法
定代表人）出资购买该劳斯莱斯
曜影牌小客车，以单某某购车指
标申领京H号牌。后徐某委托郭

某（男，25岁，曾为徐某司机）为其
在二手车市场上寻找“好车牌”。
郭某谎称可以帮助找到京 A 号牌
并过户至单某某名下，先后向徐
某索要 200 余万元。后郭某通过
多名社会人员联系介绍，找到和
某，商定以“租用”号牌形式，将单
某某的曜影小客车以交易方式办
理转移登记至和某名下，并启用
和某处于保留状态的京 A88519
号牌，车辆仍由单某某使用。按
照现行《机动车登记规定》，此号
牌无法过户到单某某名下。

郭某将徐某给的大部分钱款
用于个人挥霍，其行为涉嫌诈骗
犯罪。8月20日，朝阳公安分局将
郭某抓获。目前，郭某已被朝阳
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

三、其他调查情况
针对网传单某某驾车欲从医

院急救通道进入被阻止之前，有
另一社会车辆从该通道驶入的情
况，经查，当日单某某前车车辆驾
驶员李某某（男，34岁，残障人士，
车辆有残疾人专用通行证）带其
妻子到医院进行孕期检查，停车

管理员依照停车管理公司关于残
疾人驾驶车辆优先通行相关规
定，对该车予以放行通过。

针对网传京 A88519 小客车
于 8月 15日出现在花乡二手车市
场准备出售的消息，经警方查证
为虚假消息。信息发布者白某

（男，37 岁）在网上看到有关单某
某的报道后，为吸引眼球，编造了
京 A88519 小客车到花乡二手车
市场准备出售的消息发布到微信
群 中 ，后 该 虚 假 消 息 被 大 量 转
发。白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
序，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
拘留。

此外，单某某被行政拘留期
间，警方发现其涉嫌伪造、变造、
买卖身份证件犯罪，对其依法采
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北京
警方正会同单某某原籍警方开展
进一步调查。

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公众共
同维护，对于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警方将坚决依法严厉打击。同时，
呼吁广大群众不信谣、不传谣，共
同营造清朗文明的网络空间。

据@平安北京

新华社香港8月26日电 香港警方
26日表示，在日前发生的激进示威活动
中拘捕了86人，他们涉嫌非法集结、公
众地方行为不检、袭警、阻碍警务人员执
行职务，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等。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警察公共
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 26 日在警方
记者会上表示，警方于 8 月 24 日和 8
月 25 日在东九龙和新界荃湾的公众
活动及暴力事件当中，共拘捕 86 人，
年龄在 12 岁至 52 岁，其中 4 人被起
诉，并已于法院提堂。

江永祥表示，在上述事件当中，
共有21名警员受伤，其中部分人被砖
头击中受伤，还有一名警车车长被削
尖的物体插伤背部，导致大量出血。
另外，6名曾经举枪示警的警员，其中
一人及其家人的资料和相片被恶意
放在网上，使警员除了身体受伤，心
理上也受到极大压力。

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
在记者会上描述警员被袭击的过程
时说，8月 25日晚在荃湾沙咀道有大
批暴徒以长铁枝、长竹枝和路牌等疯
狂攻击警员。

谢振中表示，由于当时警员只是
接报处理一宗刑事毁坏案件，他们并
非通常的防暴警察，因此身上毫无保
护装备，只有圆盾、警棍、胡椒喷剂和
0.38 配枪。这些警员还没抵达现场
之前，他们的冲锋车已被暴徒以各式
各样的武器攻击。暴徒以削尖的铁
枝向其中一名警员的背部刺插，伤口
血流如注。这些已经不是大家口中
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者。

谢振中说，当时有其他警员下车
欲往荃湾二陂坊被暴徒破坏的几家
商铺，结果被超过百名暴徒攻击，由
于警员装备有限，只能一手持圆盾，
一手挥动警棍，抵挡高空扔向他们的
砖头等硬物而不断后退，但也无法抵
挡暴徒以长矛攻击，甚至有警员的盾
牌被硬物击碎。

他表示，在混乱期间，有警员跌倒
后仍被暴徒追打，眼见有同事生命受
到重大威胁，其他警员在多次警告无
效下，一名警员向天开了一枪，警告暴
徒切勿再伤害受伤的警员。谢振中表
示，该名警员在事件中表现英勇和克
制，其武力使用是必须和合理的。

“强烈谴责美国粗暴干预中国内
政”“中国香港，与美无关”……26 日
14时30分许，在香港地铁中环站附近
遮打花园，百余名香港市民撑举横
幅，齐声呐喊。

齐声高唱《歌唱祖国》之后，人群
整队，开始游行，朝花园道美国驻港
总领事馆进发。

“我们在建设香港，可暴徒们却
在破坏它。暴徒们身后‘鬼影重重’、
无鬼不成事，最近又武力升级，造成
警察和市民受伤。美方插手香港事
务，我们强烈谴责。”活动发起人曹达
明说，此次活动共有“爱港联盟”“维
港之声”“香港广西社团总会”等组织
的100多名人士参与。

香港邦加侨友会理事长周鸿生
说，根据公开资料，我们有理由相信
是美方在背后支持暴徒们作乱，我们
强烈谴责美方干预中国内政。

香港市民郭兴城通过网络了解
到游行信息。“香港局势混乱至今。

我们自发前来游行，就是为了抗议美
国插手香港事务。”郭兴城说。

游行队伍一路高喊口号，慢慢行
进至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香港暴徒，
美国制造”“美国黑手，立即收手”“香
港是我家，谁来保护她”……整齐的
呐喊声再次响起。

天降大雨。许多市民掏出雨伞，
并主动为正在周围维持秩序的警察
撑伞遮雨。还有的女士掏出纸巾，帮
助警察擦拭制服上的雨水。

“如果没有你们的维护，孩子们
上学可能都要受到影响。你们为了
保护我们，都有人受伤了，好危险，好
辛苦！我们撑你们！”一位参加游行
的女士对同一伞下的警察说。

香港市民揭玉群目前主营私家
养生护理。她说，两个多月来，香港
的交通、旅游和市民生活都受到了很
大影响，“香港是国际化大都市，有纷
争应该通过商议的方式，文明和平解
决，而不是使用暴力。” 据新华社

香港市民游行谴责美方插手香港事务

香港市民游行谴责美方插手香港事务，8月26日，参加游行的市民向美国
驻港总领事馆行进。 新华社发

香港警方在激进示威活动中再拘捕86人

外交部回应七国集团峰会涉港声明：
莫再居心叵测、多管闲事、图谋不轨

堵路“劳斯莱斯女司机”涉嫌伪造买卖身份证件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