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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
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请，同
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香
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
织实施制裁。

华春莹说，日前，美方不顾中方
坚决反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
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就此表明坚决
态度。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
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
赴港休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
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

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
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
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
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
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的言行，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
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稳
定繁荣，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

有记者问：中方为何对美国有
关非政府组织进行制裁？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
明，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
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
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
独”分裂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有
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
裁，必须付出应有代价。

新华社北京12月 2日电 2014
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
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
团审议时，明确提出“三严三实”的
要求，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
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
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
业要实、做人要实。

“三严三实”要求是共产党人
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
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
道、成事之要。

2015 年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
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方案》。《方案》要求，要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对照“严以修身、严
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
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聚焦
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
着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切实

增强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在深化“四
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上见实效，
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
生态上见实效，在真抓实干、推动
改革发展稳定上见实效。

从2015年4月底开始，“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在全党展开，中央政
治局带头，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带
动。各级党委主要抓了集中学习、
专题党课、专题研讨、查摆整改4方
面的工作。

作 为 党 的 群 众 路 线 教 育 实
践活动的延展深化和加强党的
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重
要举措，“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
分批次、不划阶段、不设环节，各
级同步进行。它不是一次活动，
而是融入领导干部经常性学习
教育。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对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党
性上进行了又一次集中“补钙”和

“加油”。特别是绷紧了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使深化党风廉
政建设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近日，

美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一意孤行，
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
成法。这一霸权行径，严重干预香
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
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再
度暴露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坏“一
国两制”、阻挠中国人民实现伟大复
兴的险恶用心。

根据国内法实施所谓“长臂管
辖”，以谋取一己之私，是美式霸权
的惯用伎俩。对于美国一些反华政
治势力来说，香港乱局就是他们的
一个拙劣的“作品”。今年以来，从
美国高官和国会高层陆续会见香港
反对派势力和“港独”分子，到美国
一些政客不断就香港违法暴力活动
发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谬论，再

到美国国会处心积虑推动所谓“香
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通过并签署，美
方一步步撕下了打着“人权”和“民
主”的幌子行使霸权主义的伪善面
具，将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暴露
无遗。

修例风波以来，香港极端激进
分子的暴力活动愈演愈烈，甚至残
害普通市民，毫无行为底线、人性道
德、法律戒惧。世人的眼睛是雪亮
的，违法暴力活动在香港不断升级，
与美方插手香港事务、煽动暴力活
动、进行策划组织等所作所为密切
相关。大量事实证明，美方就是搞
乱香港的最大黑手。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和势
力都无权干预。香港回归祖国以

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
的成功，香港居民享有前所未有的
民主权利，依法充分享受各种自
由。然而，美国涉港法案全然无视
客观事实，全然无视香港居民的福
祉，把香港暴力分子的违法犯罪行
径粉饰为追求“人权”与“民主”，公
然为反中乱港的极端势力和暴力分
子撑腰打气，极力破坏香港的法治
和繁荣稳定。美方这一系列恶劣行
径，不仅是和 700 多万香港市民作
对，和14亿中国人民作对，也是和世
界公义、国际基本准则作对。

正义不可战胜，公道自在人
心。美方涉港法案违反公理，充斥
强盗逻辑，只会让包括香港同胞在
内的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美国
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只会让中

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团结一心，
更加有力有效地应对风险挑战。
美方企图打“香港牌”遏制中国发
展，是打错了算盘、高估了自己，更
低估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遭到
失败。

香港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掌握
在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
手中。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雨坎
坷，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
的决心坚定不移。美方倒行逆施
必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的迎头痛击，没有任何
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
复兴的步伐！

美方乱港制华的图谋注定失败
新华社评论员

中国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
并制裁支持反中乱港分子的美非政府组织

这是武夷山齐云峰晨曦（11月17日摄）。

1999年12月1日，福建武夷山作为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来，武夷山市本着“严

格保护、永续利用”的原则，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科学规划，适度开发，统一管理，成功走出了一条“绿色发

展”之路。 ■ 摄影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

世界遗产
绿水青山

新华社北京12月 2日电 为加强
对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的监督管理，
银保监会 2 日对外发布《商业银行理
财子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自
2020年3月1日起施行。

根据办法，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
理应当符合两方面标准：一是净资本
不得低于 5 亿元人民币，且不得低于
净资产的40％；二是净资本不得低于
风险资本，确保理财子公司保持足够
的净资本水平。

为落实主体责任，办法规定，理

财子公司董事会应当承担本公司净
资本管理的最终责任，高级管理层负
责组织实施净资本管理工作。理财
子公司应当定期报送净资本监管报
表，并对相关报表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负责。对于不符合净资本管
理要求的理财子公司，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可以根据法律法规采取相关
监管措施。

银保监会表示，通过净资本管理
约束，有助于引导理财子公司树立审
慎经营理念，坚持业务发展与自身经
营管理能力相匹配，避免业务盲目扩
张。

新华社北京12月 2日电 国家
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 2 日发
布“2019 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它
们分别是“不忘初心”“道路千万
条，安全第一条”“柠檬精”“好嗨
哟”“是个狼人”“雨女无瓜”“硬
核”“996”“14 亿护旗手”和“断舍
离”。

据介绍，“2019 年十大网络用
语”是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
料库（网络媒体部分），采用以智

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以人工后
期微调为辅的方式提取获得的。
监测语料库包含了代表性网络论
坛、网络新闻、博客等不同媒体形
式的海量年度语言资源，用数据
反映了年度流行网络用语的使用
情况。

专家表示，网络用语的来源
及成因多种多样，但这些词语都
具有感染力强、易于传播使用的
特点。透过这十个网络用语，一
副鲜活生动的网民生活百态图跃
然纸上。

“不忘初心”“14亿护旗手”
入选“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银保监会出台银行理财子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

新华社北京12月 2日电 在全
国上下埋头苦干、万众一心，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战之际，中央宣传
部 2 日在北京向全社会宣传发布
朱有勇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
楷模”称号。

朱有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云
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云南省科学
技术协会主席，我国著名的植物病
理学专家。他始终牢记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积极投身脱贫攻坚
事业，主动来到深度贫困的“民族
直过区”承担扶贫任务，带领村民
发展特色产业，改变了当地贫困落
后的面貌。他致力农业科学研究，
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立足农村
实际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创办院士
科技扶贫指导班，为云南少数民族
贫困地区培养了 1000 余位科技致
富带头人。他情系三农，扎根边
疆，挂钩联系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以
来，深入村村寨寨，跑遍田间地头，
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受到各族群众真心爱戴和社会各
界高度赞扬，被亲切地称呼为“农
民院士”。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模范
教师”等荣誉称号。

近一段时间，朱有勇的先进
事迹被中央媒体集中宣传报道
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干
部群众普遍认为，朱有勇是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忠诚践
行者，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涌现
出的先进典型，是奋斗在脱贫攻
坚主战场的“农民院士”。广大科
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
贫工作重要论述，学习朱有勇科
技扶贫的先进事迹和忠诚担当的
崇高精神，积极投身攻克深度贫
困堡垒，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的
伟大事业，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新胜利作出应有贡献。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宣读
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朱有
勇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
放了反映朱有勇先进事迹的短片。
发布单位有关负责同志，朱有勇的
同事、学生，村民代表，及社会各界
人士等参加发布仪式。

中宣部授予
朱有勇“时代楷模”称号

■ 齐声

■ 记者 成欣

■ 记者 李延霞

■ 记者 施雨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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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

2019 年 12 月 23 日在淘宝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①淮北市相山区
淮海路 395 号久兴批发市场 1#365
铺，起拍价：236385 元；②淮北市相
山区淮海西路12号凤凰城41幢702
室 (预售房），起拍价：430500元;③淮
北市相山区滨河花园 22#601 室(预
售房），起拍价：305925 元;④淮北市
相山区南黎路 121 号万福大厦 10#
3109室(预售房），起拍价：412800元;
⑤淮北市相山区南黎路 121 号万福
大厦 10#3110 室(预售房），起拍价：
412800元。

二、拍卖地点: 淘宝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
卖开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陆
sf.taobao.com/0560/02, 报 名 竞 标 并
缴纳保证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
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
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
席，则丧失相关权利，本公告视为送
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续拍
卖进展不再另行通知。

咨询电话：15856116600宋经理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2日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网络拍卖公告
淮北市为民劳务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社会信用统一代码
3406002303882)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已于2019
年12月3日成立清算组，清算
组由丁杨、陈燕组成，其中丁杨
为清算组组长，请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淮北市为民劳务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2019年12月3日

注销公告
葛津津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声明作废。

周华标342124197806232934身份证丢失，声明作废。

张影3406030012003113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李雪利3406030013027300号就业失业登记证遗失，声明作废。

濉溪县刘桥花儿朵朵幼儿园52340621MJA686716B营业执照正本丢失，声明作废。

官庆兰方山陵园穴位一楼基督教赖恩得救四格60、61号购买原始凭证遗失，声明作废。

王宇禾O340083778号出生医学证丢失，声明作废。

杨兆侠3406010018038703号就业失业登记证丢失，声明作废。

朱伟3406030014040778号就业失业登记证丢失，声明作废。

王忠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丢失，声明作废。

皖FF9R59车PDAA201934080000033511号商业险保单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