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 闻2 2019年11月18日 星期一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家主席
习近平14日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时，就当前
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
海外各界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的重
要讲话，纷纷表示应警惕香港暴行
演变为恐怖主义，止暴制乱是香港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
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习近平
主席的讲话释放出信号，表明中国
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
益的决心毫不动摇，反对外部势力
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这
是明确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干涉中国
内政。

尼泊尔知名学者、加德满都法
学院院长尤巴拉杰说，习近平主席
的讲话是一位负责任的领导人的宣

言。香港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一部
分，中国始终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
主任濑口清之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
中提出“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我深有同感。当
前的暴力示威活动已经让香港市民
的生活饱受困扰，尽快还给市民安心
生活的环境是最紧要的任务。

新西兰惠灵顿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会长高和军表示，习近平主席
的讲话为稳定香港局势指明了方
向，新西兰华侨华人对此高度拥
护。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稳
定和繁荣符合包括香港人民在内的
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暴力示威活
动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的经济发展和
市民生活，全球华人绝不答应。

古巴官方通讯社拉美社报道
说，习近平主席就香港局势发表的

讲话向企图干涉香港事务的外部势
力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明确立场，强
调香港应尽快结束乱局，恢复社会
稳定。

马来西亚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
会长颜天禄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表明香港必须尽快止暴制乱、恢复
秩序。法治被视为社会经济繁荣和
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石。香港持续发
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必须受到严
惩遏止，还这颗“东方之珠”璀璨
光芒。

柬埔寨政府发言人帕西潘说，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就当前香港局势
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我对此表
示高度认同。他认为，暴力活动已
经严重影响了香港的经济和旅游发
展，严重影响了香港市民的正常生
活。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民
心所向。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就香港局势发表的重要讲话:

止 暴 制 乱 是 香 港 当 前 最 紧 迫 任 务

2000 年 2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发表讲话，正
式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着眼于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
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

“三个代表”的要求。他指出，七十
多年来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
护，是因为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总是
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
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

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
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
江泽民于2000年5月在江苏、浙江、
上海考察时进一步强调：“始终做到

‘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
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此后，他在中
央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统战工作
会议和中纪委会议上，从不同角度
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
题作了论述，使“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

200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代表

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系统阐述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指出，总结80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
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必须始终做到

“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是统一的
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通过
的党章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
想并载入党章。

（新华社电）

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包起帆以非凡的毅力坚持创
新，为推动我国港口生产力发展作
出了特殊贡献。他的发明3项荣获
国家发明奖，3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47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36
次获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

包起帆当过码头装卸工，知道
木材装卸的危险性，自己也曾几次
受伤。为解决这个问题，包起帆白
天上班，晚上在家画图，造出了 10
吨门机用木材抓斗。又经过几年努
力，做出了一套港口木材抓斗工艺
系统，实现了木材装卸机械化。从
此工人们再也不用下船舱，安全有

了保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卸船期
缩短了。包起帆也因此成为闻名遐
迩的“抓斗大王”。

1996 年，包起帆任上海龙吴港
务公司经理。龙吴港是一个两三天
也没有一条船的港口。包起帆不气
馁，他要开辟一条中国内贸标准集
装箱航线。

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国水
运史上第一条内贸标准集装箱航线
开通。引入港口物流新理念的龙吴
码头吞吐量从1995年的250万吨发
展到 2001 年的 2200 万吨。2018
年，中国内贸标准集装箱已发展到
遍布全国60多个港口，吞吐量突破
6934 万标箱，为各港口带来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

担任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后，包起帆立足码
头，瞄准世界强港，和同事们一起发
力产、学、研结合，先后开展了现代集
装箱码头智能化生产管理、港口集装
箱自动化无人堆场、集装箱物流全程
实时在线监控、散货全自动化装备和

工艺等课题的研究，为上海港的发展
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包起帆还带着团队发明了一套
基于星地交互的集装箱物流跟踪与
监控系统，通过卫星定位、卫星通
信、移动互联网，在集装箱的箱门上
装一个电子标签，实现了集装箱物
流的可跟踪和可追溯，创新性地解
决了港口物流安全这一世界难题。

包起帆还率领团队用两年半时
间研制、五年时间精心维护拓展，向
制定集装箱领域国际标准发起冲击。
在经过13次国际会议交锋和交融、7
轮投票后，由包起帆团队申请研制的
ISO18186标准在日内瓦正式颁发，
并通过了发布5年后的复审投票。该
标准是物流和物联网领域第一个由
中国专家主导的国际标准，在世界面
前展示了中国创新的力量。

包起帆：勇于创新的“抓斗大王”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包起帆（左三）。（新华社发）

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保持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国梦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一次会晤时，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当前香港局势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激进暴力犯罪活动严重挑战“一
国两制”原则底线。我们绝不容忍
任何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行
为，对公然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的违法犯罪活动，都必须坚决依
法惩治。

5个多月来，在反对派的蛊惑煽
动和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下，香港
出现持续不断的街头暴力活动。一
些人甚至公然鼓吹“港独”，喊出“光
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肆意侮
辱国旗、国徽和区徽，包围和冲击中
央政府驻港机构和立法会、政府总
部，目的就是要搞乱香港、瘫痪特区
政府，进而夺取特区的管治权，把香
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

体，最终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维护

“一国两制”和破坏“一国两制”的斗
争，在这个关乎国家主权、关乎香港
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没有任何中间
地带，没有半点妥协余地。

“一国两制”是一项开创性事
业，对中央来说是治国理政的重大
课题，对香港和香港同胞来说是重
大历史转折。事实证明，“一国两
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
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
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是行得通、
办得到、得人心的。同时，“一国两
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与其他任何
新生事物一样，也需要在实践中经
受检验，并不断加以完善。这场修
例风波暴露出香港政治、经济、社会
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
题，也进一步凸显了完善香港治理
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全面准确
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在实践中不
断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不仅
符合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而
且也必将有助于“一国两制”航船行

稳致远。
特别要看到，“一国两制”是一

个完整的概念。其中，“一国”是根，
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
能枝荣。在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
制”方针，有“三条底线”绝对不能触
碰：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
权安全、绝对不能允许挑战中央权
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
绝对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
渗透破坏的活动。任何人、任何势
力都不要低估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维护香
港繁荣稳定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
心。试图触碰挑战“三条底线”、干
扰破坏“一国两制”，注定是妄想，注
定是徒劳，也注定是会彻底失败的。

风雨过后见彩虹。我们坚信，
有中央政府和全国14亿人民作为最
坚强后盾，香港一定能战胜任何风
险挑战。香港必将继续沿着“一国
两制”方针和香港基本法的轨道稳
步前进，与祖国内地共同开创中华
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11月16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
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双方围绕第一阶段协议的各自核心关切进行了建设性的
讨论，并将继续保持密切交流。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

新华社香港11月17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当前香港局势表
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香港社会各
界17日表示，以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为指引，香港社会必须团结一心反
对暴力，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繁荣
与民众福祉。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福建社团联
会荣誉主席吴良好表示，习近平主席
的讲话表明中央是香港的强大后盾，
中央绝不会坐视香港一直乱下去。
中央的全力支持将大大增强香港社
会对于止暴制乱的信心。相信香港
各界未来会更加积极作为，坚决止暴
制乱、恢复秩序，共同保卫家园。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岛各
界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建明指
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向全世界有
力地指出了事实真相，戳穿了反中
乱港势力炮制的谣言。希望香港各
界都能认真思考，目前暴徒已经进
入疯狂状态，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底
线，如果再不能止暴制乱，香港很难
避免出现更大的惨剧。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

会议员马逢国说，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
治暴力犯罪分子”十分重要，止暴制
乱必须得到司法机构的配合，即使
警察捉住暴徒，但如果法官不能依
法做出有阻吓力的判决，就很难实
现止暴制乱。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特区行政
会议成员叶国谦说，习近平主席的
讲话对特区政府止暴制乱提出了明
确要求，特区政府应当以此为指引，
检视一切合法手段惩治暴力。广大
市民也不能袖手旁观，应当全力支
持特区政府，齐心协力维护香港繁
荣稳定。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新活
力青年智库总监杨志红指出，广大
香港市民听了习主席的讲话后，更
有勇气和信心反对一切暴力破坏行
为。最近几天，有更多市民出来清
理暴徒设置的路障，相信未来会有
更多市民以实际行动反对暴力，让
社会秩序早日恢复。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妇联
主席叶顺兴说，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清晰表明止暴制乱绝不是某个部门
的任务，而应该是多部门共同的责
任。今后，多个部门之间要更密切
地配合，合力完成止暴制乱。

香港内地经贸协会会长黄炳逢
强调，习主席的讲话清晰地表明中
国坚定不移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与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任何
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以习主席的讲
话为指引，特区行政长官必须更积
极地动员各种力量，带领广大民众
全力止暴制乱、恢复社会安宁。

香港华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
家杨玉川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十分重要。他说，如果尽快止暴制
乱，将大大提振投资者的信心，进而
避免香港经济陷入更深的泥潭。

香港资深金融专家温天纳表
示，在目前全球金融动荡的大环境
下，香港如能尽快落实习主席的要
求，实现止暴制乱，将有利于维护好
自身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内地是
香港发展的强大依靠，香港各界要
团结自救，这样才能让香港拥有更
加美好的未来。

香港社会各界热议习近平主席讲话：

只有团结一心反对暴力，香港才能有更好未来

近段时间，暴徒不断升级暴力，
四处打砸破坏，肆意阻塞道路交通，
严重影响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令城
市运作陷入半瘫痪状态，妄图让全港
市民为其“揽炒（玉石俱焚）”行为买
单。面对暴徒的张狂和恐吓，忍受数
月暴乱之苦的众多香港市民，打破沉
默，无惧威胁，纷纷走上街头，用行动
表明自己对暴徒恶行的愤慨。饱经
暴力摧残的香港社会，正集结起越来
越多的止暴制乱正能量。

在元朗、天水围、荃湾、九龙
塘、旺角、中环、薄扶林、西湾河等全
港多地，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纷纷
行动起来，自带清理工具，齐心合力
清理路障，帮助道路交通恢复顺
畅。面对街面上四处散落的大量碎
石、砖块，大家徒手清理运走；遇到
较重的铁栏、水泥桩等路障，则多人
合作联手抬开。清理现场既有年富
力强的中青年，也能见到背着书包
的小孩，还有头发花白的老年人用
手推车协助搬走重物，不时还有外
国人加入清障队伍……

在一些地方，有暴徒竟公然滋
扰恐吓清障市民，甚至向人群投掷
硬物和汽油弹。市民们不畏惧、不
退缩，在继续清障的同时，痛斥暴
徒，合理自卫，并联络警方到场驱散
及驻守。

经商的范女士与丈夫一起到旺
角帮忙清理路面，并直言自己是在
尽一个香港市民的责任，为暴徒祸
乱社会的行为修补善后。范女士表
示，自己只想过回本来平静的生活，
将暴力和扰乱社会的行为与所谓诉
求挂钩是对普通市民的绑架。

“暴徒对公共设施的打砸破坏，
给大家上班出行造成很大的不便。”
30多岁的曾先生参与了港岛西湾河
地铁站附近道路的清障工作。他表
示，违法暴力行为是非常自私、不负

责任的。“有诉求可以和平表达，为
什么要破坏社会，影响别人的生活，
不顾大家的权利呢？全世界都没有
这样表达诉求的。”

在元朗，街坊不仅自发清理社
区，更团结起来，赶走堵路破坏的暴
徒，高声大喊：“走啦，不欢迎你们
呀！”，还有街坊呼吁一些人要与暴
徒割席（划清界限），“整月都是这
样，还帮他们？”

在西铁锦上路站，近日有人站
在列车门边故意阻挠列车开出，现
场有青年痛斥搞事者“没有同理心”

“有人死都是因为你们搞事”“不上
班怎么有未来，喝西北风吗？”句句
戳中暴徒的痛处。

黑色暴乱已持续5个多月，暴徒
打砸破坏的烈度不断上升，经济民
生大受影响。绝大多数香港市民迫
切希望特区政府加紧止暴制乱。16
日，近两千名市民到政府总部外举
行“反暴力、爱和平、撑警察、护安
宁”集会，表达对警方的支持和敬
意，并促请特区政府能拿出更有效
的办法止暴制乱。

“现在暴徒已经毫无底线，我们
不能再沉默下去了，现在一定要勇
敢地站出来。”家住屯门的王女士表
示，虽然来参加集会要坐1个多小时
的车，而且还有堵路风险，但她和朋
友仍坚持前来。

参与集会的香港中小型企业联
合会创会会长佘继标表示，据他了
解，受暴力冲击影响，全港有九成中
小企在过去几个月亏损，有一半中
小企开始裁员。他大声疾呼，大家
要一齐反暴力。

集会举行近1小时，集会市民派
代表前往警察总部，向警队送上心
意卡及物资等，慰问支持前线警察，
为警队加油打气。参加集会的很多
市民都向记者表示，大家对暴徒、暴

乱已经忍够了，现在必须站出来表
达大部分市民的共同心声——“还
我安宁生活”。

与此同时，“黑色恐怖”已蔓延
至即将举行的第六届区议会选举，
不断有建制派议员、义工及地区办
公室被袭击。对此，一批青年16日
在新界大埔林村的许愿树前，举办

“爱的呼唤”青年快闪活动，推广安
全、公平的选举文化。

参加活动的青年现场颂唱了 3
首与“爱”有关的歌曲，通过歌声表
达对香港的热爱，希望社会能够尽
快恢复安宁。同时，他们向市民派
发宣传单张，希望市民能够勇敢地
向暴力说“不”，支持对社会建设有
益的候选人。

活动组织者表示，过去几个月社
会充满暴力，而临近选举，发生连串
针对区选候选人的暴力事件，情况令
人担忧。希望通过本次活动推广和
平的选举文化，选举当日最紧要的是
安全，以便市民可以放心出来投票。

此外，近日一位七旬清洁工老
人被暴徒扔砖袭击头部而不幸离
世。连日来，不少香港市民来到案
发现场，悼念这名无辜冤死的老人。

有参与悼念的“90 后”青年表
示，暴徒的所作所为让人难以理解，

“清洁工人每晚为他们收拾残局，暴
徒居然活活将他砸死。现在人死
了，竟有人在网上诋毁，完全是没有
人性，令人愤怒”。参与悼念的不少
街坊都表示，老人死得很可怜，支持
特区政府和警方严肃追究事件，还
老人一个公道。

同样从事清洁行业的林先生表
示，前线工友既难过又人心惶惶，希
望特区政府能尽快解决当前困局，
让香港回归平静。

文/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香港11月17日电）

“打破沉默，无惧威胁”
——香港社会正集结起越来越多的止暴制乱正能量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7 日电
（记者高蕾） “时代新人说——

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决赛近
日在京举行。12位来自全国各地的
选手逐一登台展示风采。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
成长”演讲大赛由中央宣传部、国务
院国资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
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
人民日报社共同主办，全国总工会
具体牵头承办。该活动是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
演讲比赛的形式，在全社会大力唱
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旋律。

演讲大赛自4月正式启动以来，
共举行“劳动筑梦”“绿水青山”“建
党初心”“强军兴军”“大家小官”“大

国重器”“改革前沿”“青春力量”“薪
火相传”“脱贫攻坚”“家国情怀”等
11 项主题赛事和 1 项网络人气赛。
上述 12 项比赛选出的 43 名选手经
过一天预赛的选拔，共有12位选手
进入最终的决赛。

这 12 位选手全部来自基层一
线，有生产线工人、特殊教育老师、
边防民警、新闻记者、高校学生，也
有基层干部、企业管理者、工程师。
他们中不乏全国劳模、时代楷模、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获
得者。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由浩杞、孟
超2名选手获得金奖，潘凯、王志国、
高思恩、谭玉娇4名选手获得银奖，
刘吉辰、阿斯哈尔·努尔太、周好璐、
汤婧、刘博强、易冉6名选手获得铜
奖。本次决赛由中宣部宣教局、全
国总工会宣教部、北京市委宣传部
具体承办，演讲大赛活动主办单位
相关负责同志出席决赛并为获奖选
手颁奖。

“时代新人说——我和祖国共成长”

演 讲 大 赛 决 赛 在 京 举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