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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香港6月2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9日中午在香港会见了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下午会见了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负责人。

习近平对梁振英担任行政长官5年来
的工作予以高度肯定。他表示，在中央大
力支持下，你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认真贯
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立足当前，谋划长远，为解决香
港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和开拓未来发
展空间付出了艰辛努力。你和特别行政区
政府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为“一国两制”事业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央对你是充分信任
的，对你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希望梁振英在新的岗位上继
续为香港、为国家服务，为推进“一国两
制”事业和国家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梁振英代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市
民对习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莅临香港出席庆
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
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表示热烈
欢迎。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这一良好成绩的取得是同习主席和中央政
府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下一步，香港可
在配合国家“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倡

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中， 发挥自
身优势，与内地实现互补发展。

当天下午，习近平在梁振英陪同下，
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现任行政、立法、
司法机构负责人。

习近平指出，“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
践是非常成功的。回归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特别
行政区制度在香港落地生根， 香港虽然经
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
机的冲击，仍然保持了繁荣稳定的局面。实
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正确的、是
有强大生命力的。

习近平强调， 中央对本届特别行政
区管治团队的工作是高度肯定的。过去5
年，在梁振英行政长官带领下，大家本着
对香港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的
态度，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大家所表现出的政
治意识和担当精神难能可贵。

习近平希望大家服务香港、 服务国
家的初心始终不变， 继续关心香港和国
家发展， 继续支持新任行政长官和特别
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为把香港建设得
更加美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会见梁振英

习近平出席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国防部就军队院校改革
等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在国防部6月29日举行的例
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军队院校改革、辽宁
舰航母编队活动等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辽宁舰航母编队将赴香港参加庆祝活动
吴谦说，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也是解放军进驻香港20

周年，是值得庆祝和纪念的。辽宁舰航母编队将在跨区训练
期间赴香港，参加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的庆祝活动。

吴谦还介绍，应香港特区政府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乐团、海军军乐团、解放军三军仪仗队和驻香港部队三军仪
仗队将于7月中旬在香港参加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特别行
政区成立20周年国际军乐汇演。

发展远海护卫装备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在回答有关新型万吨级驱逐舰的问题时，吴谦说，新型

驱逐舰由我国自主开展设计，排水量万吨级，采用全燃动力
和射频综合集成技术，采用通用垂直发射，舰上作战、平台
和通信网络一体化集成。

吴谦强调， 武器装备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防政策和国
家安全战略。发展远海护卫装备，有利于中国在护航等国际
行动中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

军队院校调整为43所
吴谦说，这次军队院校调整改革，对院校结构布局进行

了调整，基本形成以联合作战院校为核心、以兵种专业院校
为基础、以军民融合培养为补充的院校布局。军委直属院校
2所，军兵种院校35所，武警部队院校6所，总共43所。

中方已明确要求印度方面立即改正错误
吴谦说， 印度边防人员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

国境内，阻挠中国边防部队在洞朗地区的正常活动。我边防
部队已采取相应应对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吴谦表示，中方已明确要求印度方面立即改正错误，撤
出非法越界进入中国境内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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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蔡矜宜）北京时间29日凌
晨， 如有神助的智利门将布拉沃在联合会杯半决赛点球大
战中，将葡萄牙队前三个点球全部扑出，助本队以3比0淘
汰欧洲冠军挺进决赛。

赛前被认为将是一场两队箭头人物之间的对决， 谁料，
两个多小时的比赛最终成就了布拉沃。 这位34岁的前巴萨、
现曼城门将一战封神，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抢走C罗、桑切
斯等巨星的镜头。

点球大战，智利队前三个主罚的比达尔、阿朗吉斯和桑
切斯弹无虚发。 而葡萄牙队在第一个主罚的夸雷斯马的射
门被布拉沃阻挡后， 后面出场的两员老将穆蒂尼奥和纳尼
明显心理受到影响，也相继倒在布拉沃的威慑之下。值得一
提的是，葡萄牙头号球星C罗连站上点球点的机会都没有。

继过去两年美洲杯连克梅西领军的阿根廷队后，今年智
利队又将C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斩于马下，堪称“最惹不起的克
星”。 之前他们的最好成绩是1962年本土世界杯上的第3名。
数日后的联合会杯决赛，无论对手是德国“二队”还是墨西哥，
美洲杯霸主都完全有希望连续三年加冕洲际大赛冠军。

智利门神连扑3点球

葡萄牙无缘联合会杯决赛

国乒男队澳大利亚公开赛退赛
中国乒协：疲劳＋伤病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中国乒乓球队29日通过中国乒
乓球协会官网发布公告， 解释国乒男队将缺席国际乒联世界巡
回赛澳大利亚公开赛的原因是疲劳和伤病。

公告中说：“鉴于目前男队主要运动员连续参赛带来的身
体过度疲劳，加之伤病困扰，不具备参赛的竞技状态。中国乒乓
球队研究决定，男队将不参加7月2日开赛的澳大利亚公开赛，
进行必要休息调整。女队按计划正常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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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问题】近年来，不少被曝光的食
品安全事件都与土壤有关， 如何保障
粮食和蔬菜不因“毒地”受到污染？

【草案规定】草案明确“预防为主、
保护优先”原则，强调建立监测制度，将
定期开展耕地土壤和农产品协同监测
与评价列为主管部门法定义务，并提出
包括控制单位农田农药、化肥使用总量
等保护土壤生态环境的举措。 草案还就
不同类型土地特点，进行了农用地和建
设用地的区分，分设了两类用地土壤污
染的风险管控和修复章节。

【解读】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
院朱利中教授说， 土壤环境的安全直
接影响农产品安全。 过去， 我国土壤
污染监测预警体系偏弱， 草案强化了
对土壤环境监测预警的作用， 使“全
过程保障” 农产品安全可以实现。

广东省生态环境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陈能场说，一般来说，酸性土壤中的重金
属元素更容易被农作物吸收。因此，通过
控制农药、 化肥的使用总量来避免土壤
酸化，是减少产出镉米、毒姜的关键。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
员周静说， 草案还对土壤进行了分
类， 解决了此前农用地修复标准混同
于建设用地的问题， 能够更有针对性
地修复不同用途的土地。

首次审议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透露

规范修复环节 阻断“二次污染”

� � � �近年来，镉米、毒姜等食
品安全事件引发公众对“毒
地”问题的关注。日前，我国
首部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 （草案）》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这部法律透露了我国
未来防治土壤污染的哪些
重点方向？

� � � � 【问题】在去年的江苏常州外国语
学校“毒地”事件中，虽然学校的环境是
安全的，但附近污染地块在前期修复过
程中存在废气排放不当等问题。如何避
免“毒地”影响人们的居住环境？

【草案规定】草案明确，列入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污染地块，地

方政府不得批准其作为住宅、公共管理
与公共服务等用地，并要求对建设用地
修复效果进行评估和备案；土壤污染责
任人或者土地使用权人应当委托环境
监理机构对修复活动进行环境监理。

【解读】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
研究会会长蔡守秋说， 土地资源宝贵，

因此，即使是污染地块也不会完全被弃
用。草案针对土壤“二次污染”的不同情
形分类施策，为公众有效规避污染提供
了法律保障。

广东贝源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许锐杰说，我们在多年土壤检测工作
中发现，不少待修复污染场地边界没有明
确标志，也没有采取有效控制措施。此次
草案明确规定了土壤修复的活动规范和
监理责任方，有利于阻断“二次污染”。

� � � � 【问题】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
性、累积性、地域性等特点，责任追究和
费用追偿难度大， 造成部分历史遗留
“毒地”无人修复的情况。

【草案规定】草案确立了土壤污染
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和政府顺序承担

防治责任的制度框架；提出通过多种渠
道、 多种方式解决土壤污染资金问题，
包括国家将设立中央和省级土壤污染
防治基金、向责任人追偿等。

【解读】朱利中说，草案把地方人民
政府作为复杂成因“毒地”修复的“兜底

人”，国家、省级层面的基金作为修复的
经济主体，避免了过去此类污染土壤因
责任主体不明、追偿不到位导致修复不
及时的情况。草案应体现约束力，敦促
地方政府应尽快建立与自身情况相符
的资金安排政策，避免“空头支票”。

许锐杰说， 环境技术企业投入大、
回报慢， 大多数企业非常需要金融扶
持。

� � � � 【问题】土壤污染防治需要广大公
众的参与已成为共识。如何在保障国家
安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满足公众对
于土壤污染信息的知情权？

【草案规定】草案明确，各级环境主
管部门负责发布相应级别的土壤环境
信息和公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保主

管部门应在其网站上公布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
范等相关信息，供公众免费查阅、下载；
同时向社会公布土壤污染防治举报方
式，方便公众举报。

【解读】陈能场说，草案积极回应百
姓知情诉求，让公众能通过有效途径及

时获得权威的土壤环境信息。
蔡守秋说，草案提出公布重点控制

的土壤有毒有害物质目录并适时更新，
建立土壤环境信息与数据共享机制等
举措，有助于形成土壤污染防治的公众
参与机制。

周静说，草案中的相关规定，为信
息公开迈出了一大步。不过，如何公开、
公开到什么程度等方面还需细化。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如何解决历史遗留“毒地”的治理
明确责任人和资金

方向三

如何让公众获得污染“知情权”
以后或能查阅、下载了

方向四

� � � �近年来， 河北沧州渤海新区从大
气、水、土壤等入手，全方位开展生态
修复工作。目前，南大港湿地正成为备
受游客青睐的“京津南花园、天然大氧
吧”。图为游客在南大港湿地泛舟。

新华社发

方向一
如何管控农作物因土染“毒”

预防为主分类管控

如何避免“毒地”的“二次污染”
规范修复环节

方向二

� � � �据新华社香港6月2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9日下午在香港西九文化区出席《兴
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陪同下， 习近平

见证了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兼西九
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张建宗与故宫
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签署《兴建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

西九文化区是香港重要的文化建设

项目，包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戏曲中
心等17个文化艺术建筑。 香港故宫文化
博物馆建成后， 将展出故宫博物院文物
藏品，丰富香港文化生活。

习近平在签署仪式前听取了西九文

化区规划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选址建
设等情况的介绍。他表示，西九文化区项
目是几届特别行政区政府接力推进的一
项重点工程， 希望香港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推动同内地的文化交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