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 再不

切除暴力之瘤，将乱港暴徒绳之以法，
香港危矣！

香港激进分子制造“黑色恐怖”愈
加疯狂，已完全视法治为无物。11日暴
徒再次围堵警署， 袭警手段发展到投
掷汽油弹，造成警员被烧伤。无法无天
的街头暴力正在扼杀香港， 于此危急
时刻， 所有真爱香港的人们不能再隐
忍，都当挺身而出，尽快制止这个“恶
性肿瘤”的蔓延，阻止香港被推向一条
无以承受的不归路。

致命武器已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香

港街头，可发射砖头的弹弓、弓箭、毒性
化学粉末、汽油弹、甚至仿制气枪轮番上
场，触目惊心。 激进示威者已抛掉所谓
“和平”“理性”的伪装，现形为香港社会
安宁的最大破坏者和最危险因子。 他们
围攻落单警察，咬断警察手指，使用汽油
弹烧伤警察，近两个月已有一百多名警
察受伤。他们骚扰、威胁、围攻、殴打持不
同意见的普通市民……这些人不是暴

徒，是什么？！ 再不依法严惩，以儆效尤，
不法之徒就要把香港推向深渊！

两个多月来， 不断升级的违法暴
力已让香港社会付出沉重代价。 暴徒
破坏公物、堵塞干道、阻挠通勤甚至打
砸纵火，不定时、不定点地四处闹事，
把香港搅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暴徒
们对法治精神和公序良俗的抛弃已令

港人谈“黑”色变，所过之处商家停业、
行人绕道，唯恐避之不及，严重侵犯大
众正常生活的基本权利， 令诸多关系
民生的行业收入显著下跌， 让本就疲
弱的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若社会动荡
持续，倒闭潮和裁员潮难以避免，香港
生存发展之本可能毁于一旦。

这些暴力分子尤其是背后的策划

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不只是“香港之
耻”，更是“香港之癌”。他们愈加脱序，
愈加猖獗，也愈加暴露歹毒的用心。他
们就是要瘫痪特区政府管治， 就是要
冲击“一国两制”底线，说白了就是要
“反中乱港”，以谋求政治私利。 为此，

他们不惜牺牲港人利益， 不惜撕裂香
港社会， 包括不惜葬送那些被他们裹
挟、煽动、教唆的香港年轻人的前途命
运。因此，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就是香
港当前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是
关系香港未来、 关系香港广大市民切
身利益的头等大事。

警员们伤痕累累， 暴力现场遍地
狼藉，繁华的商业街萧索冷落。而有些
毫无良知的媒体和舆论依然在煽动暴

乱、抹黑诋毁警队；某些西方政客仍然
闭着眼睛说瞎话、颠倒黑白。 闭嘴吧，
血与铁的事实戳穿了你们瞎话和谎

言！任何对暴徒的包庇、纵容、支持，任
何对暴徒的姑息、为他们狡辩、开脱，
都是对忍辱负重守卫家园的香港警队

的最大侮辱与亵渎， 是置广大香港市
民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 是对香港整
体利益的最大伤害！

香港社会和广大市民当充分意识

到，香港已到危机关头，何去何从，没
有人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按照基本

法规定，中央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强
大的力量， 迅速平息可能出现的各种
动乱。而对于香港自身而言，每个不想
被暴力分子代表的香港人都有责任站

出来，坚决与暴力割席，共同向暴力说
“不”，力挺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稳定局
势， 力挺香港警队严正执法、 维护安
宁，进一步凝聚起共护家园、以正压邪
的正能量。 救香港，就是救自己。

时间不会等待，香港不能犹豫。要
让香港尽快驱散阴霾， 摆脱滑向沉沦
的漩涡，恢复健康的肌体，就必须采取
果断措施，严正执法、公正司法，让少
数暴力犯罪分子和背后的策划组织者

付出沉重代价。 我们也要更严厉地正
告“乱港反中”势力，你们戕害香港的
政治算计昭然若揭， 你们自私阴险的
政治图谋注定失败。多行不义必自毙！

必须将乱港暴徒绳之以法！

茳茳茳上接第 1版 近年来，我市
坚持把志愿服务作为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气、强基固
本的有力抓手， 坚持制度化推进，让
志愿服务成为常态； 社会化动员，让
志愿服务人人可为； 专业化发展，让
志愿服务更有质量； 社区化服务，让
志愿服务就在身边； 信息化支撑，让
志愿服务简而易行。 通过制度引领、
典型示范、齐抓共管、大力培育发展
各类志愿服务组织，不断推进志愿服

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志愿
服务发挥出了积极作用，促进我市城
市文明达到新的高度。

目前，我市成立了学雷锋志愿服务
总队，构建了市总队、部门县区支队、镇
街服务队和社区（村）工作站的四级志
愿服务网络。

2014年，我市出台《淮北市推进志
愿服务制度化实施方案》， 从志愿者招
募注册、培训管理、服务记录、激励保障
等方面建立健全了我市志愿服务制度。

截至目前，已制定印发《推进社区志愿
服务制度化实施方案》《关于将志愿服
务纳入文明单位推荐考核工作的通知》
等 13个制度性文件， 构建起较为完备
的志愿服务制度体系。

2016年 3月， 淮北志愿服务网开
通并大力推进 “互联网+志愿服务”，
升级完善了注册管理、在线招募、时长
统计、典型展示等功能，实现了时长在
线统计、 供需线上对接、 项目在线招
募。

截至目前， 全市注册志愿者 30余
万人，约有 202 个志愿服务项目，志愿
服务队 3500余支， 并涌现出李子明志
愿服务队、“艳艳服务班”、 石宗宏和张
秀丽等全国知名典型、标兵。 他们活跃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传承文明新风，助
力城市发展，不断提升着绿金淮北的精
神， 成为城市文明的一张靓丽名片，公
民道德建设的主流，实现文明创建向纵
深推进的一个品牌，有力彰显着“美城
大爱”的城市品格。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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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担当、敢闯敢干的拓荒者

2018 年 5 月， 因工作需要，
李响来到烈山区工作。 任职之
后，李响分管住建工作，针对环
保督察中反映的相关问题，他把
水污染防治任务作为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直面排水管网年久失
修、各种管线关系复杂、施工难
度大且时间紧的难题，把担当放
在首位，不打退堂鼓，加班加点，
率领区住建局在短短 6 个月内
铺设雨污水管道 2.4 万米， 修建
污水泵站 7 座、 雨水泵站 2 座，
全面完成烈山区成片居民区污
水配套支线管网及雨污分流改
造工程， 得到市领导的充分肯
定。 从“河长制”的推行到烈山污
水支线管网的建设，李响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
更加坚定的态度、更加有力的行
动把水环境治理工作不断推向
深入。

众所周知，征迁安置是“背
石头上山”的重活累活，但他始
终把工作当事业干， 乐在其中，
总有使不完的劲。 投资百亿的教
育小镇是烈山区重点招商引资
项目，一期占地 1000亩。 项目合
同约定半年时间实现净地，项目
用地涉及 4 个社区 1604 户住宅
拆迁安置。 面对时间紧和任务重
的双重压力，他展示了迎难而上
的无畏勇气、奋发有为的精神状
态，带领区征收办、区住建局和
烈山镇工作人员， 一手抓征迁、
一手抓安置，在规定时间内既保

障了项目用地需求，又维护了群
众的合法权益。

一心为公、勤政为民的践行者

“以前我们这里脏乱差，真是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现在能
够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 打心眼
里高兴。 ”采访当日，正好碰到拿
到新房钥匙的烈山镇新南社区居
民张思华。 张思华的话语代表了
烈山区近年来棚改获益群众的心
声， 而这离不开李响和同事们的
努力。

“棚改是德政工程、 民生工
程，一定要对群众负责，把安居房
建好。 ”李响是这样说的，更是这
样做的。 为了让征迁居民早圆“安
居梦”，李响带领烈山区棚改办的
同志们，不讲条件、不畏困难，深
入现场分析、研究、协调解决棚改
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
用自己的“辛勤指数”换来群众的
“幸福指数”。

“作为领导干部，只要是为了
发展、为了群众就应该大胆去干，
不要怕担风险”。 面对停建长达多
年的土楼安置房、丁楼一期、华家
山小区等项目， 李响按照区委区
政府的安排，奔着问题去、迎着困
难上， 以敢于担当的精神逐个破
解久悬未决地难题， 融冰破题多
个停建项目， 得到领导和同志们
的一致赞赏。

新时代需要新担当， 新担当
展现新作为。 “下一步，我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清白做人，全力
谋事， 用脚踏实地的行动回报组
织和群众的信任。 ”李响说道。

赤诚干事业 担当勇作为

游客在天山大峡谷景区观光

（8月9日摄）。

时下正值新疆旅游旺季，位于

乌鲁木齐县的天山大峡谷景区风

景秀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休闲观

光。

■摄影 新华社记者 王菲

天山大峡谷
迎客来

注销公告

8月 10—11日，受利奇马台风天气影响，淮北境内遭遇强降
雨天气,导致移动网络基站停电累计达两百多个。 为保障用户正
常使用，淮北移动迅速启动自然灾害应急通信保障预案，对停电
站点进行发电抢修，同时加强设备网元、传输线路、重点基站的
巡查巡检。 技术骨干人员 24小时在岗在位，实时收集网络受损
及抢修进度，做好人员、车辆、油料等应急物资的储备和调度。截
至 8月 12日，淮北移动累计出动巡检抢修人员 220人，车辆 78，
油机累计 120台，有效保障了恢复基站供电，确保网络畅通。

淮北移动
全力保障台风天气通信畅通

淮北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成交公告
淮自然资规成【2019】08期

2019年 8月 12日，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挂牌方式出让五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公告如下：

有异议者自登公示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异议，逾期将依法登记。 特此公告。 淮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3日

地块编号 坐 落 用 途 面 积 年限 取得方式 竞得人 成交价（万元）

淮自然资规挂
（2019）30号 段园镇兴国路北、郝台路东

工业

58469.17㎡
（87.7亩） 50年 挂牌

安徽中联绿建钢构科技
有限公司 1150

淮自然资规挂
（2019）31号

市经济开发区新区， 唐山路东
侧、澥河路北侧、孟庄路南侧、市
开发区土地西

工业

73492.813㎡
（110.24亩）

50年 挂牌 淮北宁丰木业有限公司 2390

淮自然资规挂
（2019）32号

凤凰山开发区，凤冠路北、
栖凤路西

105846.85㎡
（158.77亩）

工业

工业

工业

50年

50年

50年

挂牌

挂牌

挂牌

今麦郎饮品（淮北）
有限公司

3680

淮自然资规挂
（2019）33号

市经济开发区新区烈山园中园，
运河路南、李圩路东、南唐路北

278943.38㎡
（418.42亩）

安徽康美绿筑新材料
产业园有限公司

9000

淮自然资规挂
（2019）34号

市经济开发区新区烈山园中
园，土山路西、南唐路北

147106.31㎡
（70.66亩）

安徽成睿绿色新型环保
建材有限公司

1520

声 明

招 聘

安徽浍达南坪港口物流有限公司， 经股东
会议于 2019年 8月 6日决议解散该公司，并于
同日成立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晓晨
手机：15056185927

安徽浍达南坪港口物流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2日

根据工作需要， 淮北日报社出版发行公司急需招聘一名
报刊分拣员，1980年以后出生，身体健康，能坚持常年夜班，
上班时间为晚上 11点 30分至次日早上 6点， 上班地点在凤
凰山经济开发区。经面试合格后培训上岗，实习期两个月。实
习期满经考核合格后签订劳动合同，月薪 2500元，享受各项
社会保险。

报名者携带身份证复印件， 到淮北日报社 2楼 202室发
行部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为 8月 15日 17时。

报名联系人：刘强
电话：3053819（办公室）13856197373

淮北日报社出版发行公司

2019年8月12日

胡诗晗M340407368号出生证遗失，声
明作废。

王开春 2106240075476-1号铁路职工
工作证遗失，声明作废。

梁逸晨 N340452615号出生证遗失，声
明作废。

段君梅 3406010016030940号就业失业
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杜尚志 Q340309445号出生证遗失，声
明作废。

安徽汇硕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淮北分公
司 91340600399054456M 号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声明作废。

周瑾瑾 O340083133号出生证遗失，声
明作废。

王茹涵 340621199605250365号身份证
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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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亢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 12 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 1至 7月，我国汽车产销
量达 1393.3 万辆和 1413.2 万辆，
同比下降 13.5%和 11.4%。其中，新
能源汽车产销 70.1万辆和 69.9万
辆，同比增长 39.1%和 40.9%，新能
源产销近期增速有所放缓，但总体
保持稳步增长。
据中汽协秘书长助理陈士华介

绍，7月进入传统汽车销售淡季，当
月我国汽车产销 180万辆和 180.8
万辆，环比下降 5%和 12.1%，同比下
降 11.9%和 4.3%。 当前，虽然整体产
销降幅继续收窄， 但是行业产销整
体下降态势没有根本改变。

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表现不如

上月， 产销量环比和同比均有所下
降： 当月产销完成 8.4万辆和 8万
辆，环比下降 37.2%和 47.5%，同比下
降 6.9%和 4.7%。陈士华认为，受新能
源补贴退坡过渡期结束的影响，7月
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出现下降， 直接
影响了新能源车整体增速。

中汽协数据显示，1至 7月，汽车
销量排名前 10 位的企业共销售
1263.9万辆汽车，占汽车销售总量的
89.4%。 同时，这 10家企业中，与上年
同期相比，长城和华晨汽车销量保持
小幅增长，其他企业均呈不同下降。

中汽协秘书长助理许海东表
示，从 1至 7月汽车产销情况来看，
目前我国汽车产销整体仍处于低位
运行。他预测，随着国家一系列相关
政策的出台和国六车型的不断增
多，消费者观望情绪有望得到改善。

1至 7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稳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