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前7个月实际使用
外资超5300亿元

同比增7.3%
� � � �商务部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7
个月， 我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2.4万家，实
际使用外资金额超53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7.3%。

我国量子计算研究
获重要进展

科学家领衔实现高性能单光子源
单光子源是光学量子信息技术的核心资

源。近期，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潘建伟与陆朝阳、霍永恒等人领衔，和多位国
内及德国、丹麦学者合作，在国际上首次提出
一种新型理论方案，在窄带和宽带两种微腔上
成功实现了确定性偏振、高纯度、高全同性和
高效率的单光子源，为光学量子计算机超越经
典计算机奠定了重要的科学基础。国际权威学
术期刊《自然·光子学》日前发表了该成果，评
价其“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

� � � � 13日上午， 香港国际机场恢
复运作。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13
日早晨6时起实施航班重新编配，
陆续恢复航班起降， 但航班起降
仍受影响。

香港机管局网站显示，截至13
日15时， 香港国际机场已取消约
370班当日抵港及离港航班。 机管
局建议旅客出发前往机场前，通过
香港机场的网站或“我的航班”移
动客户端了解最新航班情况。

受非法集会影响，香港机管局
12日下午宣布取消香港国际机场
当日剩余航班。

图为8月12日，游客在机场滞
留。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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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欢

香港暴力事件不断升级、违法乱象持续
蔓延背后，是一小撮“反中乱港”分子不断煽
风点火，甚至勾结外部势力，出卖香港，出卖
国家。他们脸皮不仅够厚还经常玩“变脸”，
今天说是明天变否， 只问立场不问是非，更
不问真相，把香港拖入混乱危险深渊。

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日前透露，
第一个敦促特区政府去和内地谈移交逃犯
协议以及刑事司法互助安排的，是“反中乱
港”头面人物李柱铭。时任特区政府政务司
司长、现今另一个“反修例”人物陈方安生接
纳了有关修例要求， 承诺尽快修改法例，早
日与内地达成移交疑犯的司法互助协议。

1998年，香港出现了两宗轰动社会的
刑事案件， 一宗是德福花园的“五尸命
案”，另一宗是“张子强案”。由于两宗涉及
港人的案件均在内地法院审理，引起港人
关注，李柱铭因此提出议案，促请特区政
府以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为基础，尽快就

内地和香港移交疑犯的安排与中央政府
进行商讨及达成协议，“恢复港人对特区
司法管辖权的信心”云云。

去年2月，香港居民陈同佳涉嫌在台湾
杀害怀孕女友后潜逃回港，特区政府今年因
此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
律协助条例》，堵塞现有法律制度的漏洞。这
一做法完全符合李柱铭当初的议案精神。

但对于特区政府提出的修例请求，这
些“反中乱港”分子们“变脸”比翻书还快。当
年恳切要求修例的他们开始绘声绘色地控
诉：修例会拆去“防火墙”、破坏“两制”，港人
随时随地成为砧板上的肉， 甚至连外商、访
港游客等的人身安全都毫无保障。

“严重损害香港法治”……为了“反修
例”，李柱铭还飞去加拿大和美国，对修例极
尽抹黑之能事。 不知道他去美国“反修例”
时，有没有告诉美国他是香港第一个提出修
例的人？今昔对比，尽显“政棍”之嘴脸。

“反中乱港”分子玩“变脸”，并非为了
社会公义、为了民众福祉，只是为反对而

反对，挑战特区政府的管治权。他们要“修
例”就是“为了香港整体利益”“维护香港
法治”，别人提“修例”就是“出卖港人”“损
害香港法治”。 其实无论此次修例内容如
何，他们都会“跳起来”反对。

从“一地两检”、国歌法到此次修例，
只要有攻击特区政府、 扰乱香港的机会，
反对派就一定不会放过。 他们曾妄称，如
果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港人只要在
车站附近经过， 都可能会被内地公安绑
架，说得很多港人“好惊”。但“一地两检”
实施以来， 每天数以万计的旅客进出，他
们宣称的情况并无发生。 而当年叫嚣者，
在议题炒作失败后，也“不顾自身安危”，
玩起“变脸”，跑去坐方便快捷的高铁。

这些“反中乱港”分子，对于示威游行
中出现的冲突也是两副“嘴脸”： 严厉斥
责、恨不得用放大镜去审视香港警察维护
社会秩序的正常行为，并污蔑为“暴力执
法”；对于真正的施暴者，却公然包庇、极
力美化，甚至宣扬这是“无奈之举”。他们

受到攻击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寻求警
察保护，他们却还攻击、破坏人家，甚至袭
击警察， 这种强盗逻辑说明在他们眼中，
只有立场和利益，没有是非和公义。

“是谁在玩‘变脸’？是谁欺骗市民？”
叶刘淑仪质问说，这些人士应该向香港市
民讲清楚，是谁不断向市民讲假话，误导
他们。她说，现在有些人以“反修例”做借
口，找理由不断冲击政府机构，扰乱社会
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国际失色，让很多想
来做生意或旅游的人感到香港是一个不
安全的城市，用心非常恶毒。

“六月的天， 孩子的脸———说变就
变”。孩子年纪小，情绪不稳定可以理解。
但“反中乱港”头面人物的脸说变就变，只
能说明他们颠倒黑白的本性。希望善良的
香港市民要擦亮眼睛、看清真相，不要再
被这些“反中乱港”分子利用，不要再让他
们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不要再让他们伤害
香港整体利益。

（据新华社香港8月13日电）

百村赛连续举办4年
姚明也点赞

8月8日晚，雷锋体育中心篮球馆人山
人海，不大的球馆涌入数百名观众，球场边
都站满了球迷。很多未能进入场馆的市民，
就在外场搭建的大屏幕前大汗淋漓地欣赏
比赛。

百村赛决赛由芦江社区队对阵腾飞村
队，百盘赛决赛的对阵双方是黄都港社区队
和望府路社区队。百村赛决赛进行时，场边
四五个孩子声嘶力竭为腾飞村队加油，因为
腾飞村队的7号是他们的表哥。 小朋友告诉
记者，“表哥是大学生，这几年的暑假，都会
代表村里参加百村赛。”

为营造积极向上的全民健身氛围， 丰
富百姓的业余生活， 2016年以来， 望城
区连续4年举办男篮百村赛， 吸引参赛球
员、 观赛群众近50万人次。 本届赛事，
有110支队伍参加预选赛， 又一次掀起全
民健身热潮。 41岁的谭应心今年第3次代
表仁和社区参加了乌山街道的预选赛， 并
率队第一次杀入了区总决赛。 他说： “今

年终于和球队进了一大步， 人生又少了一
个遗憾！”

百村赛受到民众的热烈追捧，也得到一
位“高人”的关注。2018年7月，中国篮协主席
姚明来到望城区， 出席第三届百村赛开幕
式，为赛事点赞、为球员加油。对于百村赛的
火爆，望城区副区长苏敏芳认为：“除了推动
全民健身， 百村赛在提振我区百姓精气神，
助推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乡村振兴等方面，
作用很大，影响深远。”

楼盘组队参赛
赛事凝聚“新老望城人”

“决赛真的燃爆了！”谢飞鹏一边兴奋
地看着百盘赛决赛， 一边兴高采烈地发着
朋友圈。作为时代倾城小区的一名业主，他
入选了月亮岛街道桃花井社区队， 尽管球
队没有进入决赛， 但一路从预选赛闯入区
总决赛的过程，让他难忘。

谢飞鹏是永州人，2012年搬至望城
区，成为一名“新望城人”。望城区房价不
高、环境优美、宜居宜业，让他很有归属感。
但作为一名篮球爱好者， 谢飞鹏一直有个
遗憾，“百村赛要求参赛队员的祖孙三代
中，至少有一人的户籍在望城，我和众多户

口暂时不在望城区的楼盘业主， 只能看热
闹。今年，百盘赛‘诞生’了，比赛打下来，我
们深深感受到自己不再是外地人， 而是真
正的望城人。”

望城区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张红元介
绍，在百村赛广受欢迎的基础上，望城今年
针对“新望城人”推出了百盘赛，一下就吸
引了97支楼盘社区队伍、1000多名篮球爱
好者参赛。张红元说，百盘赛丰富了“新望
城人”的业余生活，让他们找到了存在感、
归属感和幸福感，也促进了“新老望城人”
的融合，并激励“新望城人”投身望城区的
建设和发展大潮。

赛事百花齐放
百姓幸福指数提升

据了解，除男篮百村、百盘赛，望城区
每年还举办机关企事业单位篮球联赛、百
企篮球交流赛、中小学生篮球友谊赛，覆盖
各个群体，望城区因此成为我省首批“篮球
之乡”。今年，望城区参加长沙市“公仆杯”
篮球赛，喜获“五连冠”。

篮球项目外，望城区还开展足球、羽毛
球、龙舟、武术等全民健身活动，让百姓日
常既有比赛看，也有比赛参与，民众的身心

得到运动的“滋养”。近几年，望城区先后获
得“全国体育先进县（市、区）”和“全国全民
健身先进单位”等称号。

8月5日，澳大利亚铁人三项名将克雷
格·亚历山大， 畅跑在铜官窑古镇， 作为
2018年长沙·望城国际铁人三项赛男子组
冠军，受邀前来体验全新的赛道。克雷格连
续两年来到望城， 辛辣的湘菜让他印象深
刻， 望城区浓郁的全民健身氛围则给了他
惊喜，“无论是在江边还是古镇， 都能看到
有居民在跑步或骑单车， 民众对运动的热
爱令人兴奋。”

张红元介绍，“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
一个赛事精彩落幕， 更多全民健身活动和
赛事将上演。”8月20日， 乔口渔都柏乐园
将举行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长沙·
望城国际铁人三项赛将于9月1日鸣枪；9
月2日， 月亮岛的法网罗兰·加洛斯红土网
球公园将举行ITF世界女子网球巡回赛·
望城站的比赛。

在张红元看来：“从举办区级业余赛事
到国际专业大赛， 从承办品牌赛事到打造
原创特色赛事， 望城区的全民健身氛围越
来越浓郁， 既提升了百姓的健康和幸福指
数， 也让望城区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魅
力的好地方。”

� � � �近日， 长沙市望城区第四届百村和首届
百盘（楼盘）男子篮球争霸大赛总决赛在雷
锋体育中心火爆上演， 精彩的球赛背后，展
现的是全民健身对城市的影响———

全民健身，
让望城更有活力、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徒步穿越大湘南汝城站举行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 （记者 王亮）11日上午，

在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官亨村，“半条被子 温暖中
国”2019年走红军走过的路·徒步穿越大湘南汝城
站活动开幕，1000余名来自省内外的户外运动爱
好者参与。

本站活动分徒步专业组、徒步体验组、亲子组三
个组别， 徒步专业组和体验组总里程分别为30公
里、15公里。本站除徒步外，还开展露营体验、军民鱼
水情联谊会、沙洲红色趣味定向赛、红色趣味体验游
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本次活动由省体育局主办，郴
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中共汝城县委、汝城县人
民政府承办，郴州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湖南省原野
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执行。

看“反中乱港”头面人物如何玩“变脸”

香港国际机场陆续恢复航班起降
仍有大量航班被取消

中宣部、公安部印发《通知》:
开展“最美基层民警”

学习宣传活动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
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
活动。按照通知部署，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将综
合各地推荐、 网络点赞和现场展示等情况，遴
选确定20位“最美基层民警”，于2019年10月下
旬向社会宣传发布。

新华简讯

美出台限制合法移民新规
美国联邦政府12日发布限制合法移民新

规定，提高移民在美长期合法居留经济门槛。
这项规定将于今年10月15日生效。 根据规
定， 申请移民美国的外国公民如未达到规定
收入标准， 或在美国任意三年内领取公共福
利超过一年，将被视为“公共负担”。凡被发现
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外国公民或被禁止进
入美国或调整移民身份。

（均据新华社8月13日电）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牵头人通话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8月13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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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就美方拟于9月1日对中国输美
商品加征关税问题进行了严正交涉。 双方约定在未
来两周内再次通话。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易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等参加通话。

外交部就美涉港言论答记者问：

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13日就美方涉港恶劣言论答
记者问。她表示，相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
黑白，唯恐天下不乱！

华春莹说，美方一再否认香港正在发生
的暴力事件与美国有关，但上述几个美国议
员的言论向世人提供了新的有力证据。他们
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把暴力犯罪美化成争
取人权和自由，把香港警察依法执法、打击
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歪曲成暴力镇压。他们
还挑唆香港民众同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国中
央政府对抗，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在美国，议员也被称为立法者，我们
不禁要问这些美国议员，你们到底是‘立法
者’还是枉法者？我们正告你们，香港事务
纯属中国内政， 你们没有权力也没有资格
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 你们还是管好自己
的事吧。香港不用你们操心。”华春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