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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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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
主席的重要讲话，他们纷纷表示支持中国政
府立场，希望香港尽早恢复稳定和秩序。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东方学院院长
安德烈·卡尔涅耶夫表示， 习近平主席讲
话释放出信号，表明中国中央政府高度重
视并始终关注香港局势，希望香港尽快止
暴制乱，恢复社会秩序。俄罗斯圣彼得堡
国立大学东方系常务副主任罗季奥诺夫
对习近平主席讲话表示坚决支持，希望香
港尽快恢复稳定和安宁。

《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谢利克·科

尔容巴耶夫说， 对于习近平主席就香港局
势发表的重要讲话， 作为好邻居好朋友的
哈萨克斯坦人民完全支持。 我们盼望香港
能够尽快止暴制乱，恢复法治与社会秩序，
让一切回归正轨。我们也坚定地相信，中国
中央政府有能力把安定团结带回香港。

约旦中国问题专家、 作家萨米尔·艾
哈迈德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强调了中
国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
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高度自治，同
时又可以享受内地提供的便利和机遇。
“一国两制”是体现中国政治智慧的创举，
也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认可。

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主
席纳赛尔·布希巴说， 外国反华势力通过

支持香港一小撮极端暴力分子，破坏香港
繁荣与稳定。在中国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
特区政府已经采取了适当的应对措施，这
令国际社会对中国处理局部问题的能力更
有信心。 希望香港的有识之士和全体人民
能够意识到香港的繁荣来之不易， 大家形
成共识，早日恢复香港社会正常秩序。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一带
一路” 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伊沃娜·拉杰瓦茨
说，中国将一如既往在其法律规定范围内作
出反应，以维护法治和社会秩序。作为负责
任的政府，中国政府必能贯彻执行“一国两
制”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巴拿马华文报纸《拉美侨声报》董事长
周健说，习近平主席就香港局势发表的重要

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治国风范。中国
中央政府对香港局势高度重视和关注，增强
了特区政府恢复香港正常秩序的信念。任何
别有用心的国家和政客企图通过搅乱香港
达到其“颜色革命”的阴谋，都是痴心妄想。

尼泊尔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席巴特
拉伊说，在香港发生的暴力行径是不可接
受的， 已经严重危及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
外部势力的干预都不可接受。外部势力试
图阻止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必将徒劳无功。

厄瓜多尔国际问题专家、厄中央大学
教授圣地亚哥·加西亚表示， 暴力犯罪不
得人心。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
最紧迫的任务。

华人羽毛球国际邀请赛
永州开赛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王亮 见习记者 蒋茜
通讯员 文紫湘 张志慧)11月16日，2019年中国·永州“宏一
地产杯”华人羽毛球国际邀请赛在永州市体育中心开赛，国
内外1000余名华人羽毛球爱好者参加。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体育局、永州市政府主办，全球华人
羽毛球联合会指导，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湖南俱乐部、永
州市文旅广电体局承办。比赛为期两天，设男双、女双和混
双3个项目，参赛者年龄最小的16岁，年龄最大的81岁。

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是由全球业余羽毛球爱好者自发组
成，向全球华人推广羽毛球运动、传播羽毛球技术和运动精神的
国际性组织。从1993年开始，全球华人羽毛球联合会开始举办华
人杯比赛，参赛规模从最初180多人发展到现在超过4000人。

希望香港尽快恢复秩序
———海外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就香港局势发表的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
任务。暴力横行、法治不彰是香港最大的危险，
反暴力、护法治、保安宁是香港最大的民意。

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时，就当前香港局势发表的重
要讲话，深刻指出了激进暴力犯罪活动的严重危
害和实质，明确宣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局势的基
本立场和态度，为香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发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止
暴制乱工作的最强音。这一重要讲话，是对林郑
月娥领导的特区政府的强有力支持，是对广大市
民的巨大鼓舞，是对激进暴乱分子及其幕后支持
势力的严厉警告，体现了中央坚决反对和挫败内
外势力图谋干预、搞乱香港的坚定决心。

五个多月来接连不断的大规模违法暴力
行径， 已经将香港推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特
别是最近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
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 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
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在全港多
区疯狂打砸纵火、瘫痪道路交通，破坏列车轨
道，向行进中的列车投掷燃烧弹，无差别残害
普通市民，把暴力引入校园……香港暴力违法
犯罪分子不断升级的破坏活动，令广大市民生
活在恐惧之中，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言论自
由等公民权利被严重剥夺，香港法治等核心价
值受到极大破坏。倘若暴力不止、法治不彰，不
仅市民生活难有安宁， 香港发展更将寸步难
行。可以说，这已成为一场维护“一国两制”和
破坏“一国两制”的斗争，已成为一场维护香港
法治和践踏香港法治的斗争，已成为一场维护
香港繁荣稳定和摧毁搞乱香港的斗争。

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就是维护香港广
大民众的福祉，需要坚强有力的管治力量，需要
所有掌握公权力的机构快速、果断地行动起来。
5个多月以来， 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
恪尽职守，努力稳控局面、改善社会气氛，做了大
量艰辛的工作；香港警方兢兢业业、无惧无畏，始
终坚守在止暴制乱的第一线。 方此紧迫之时，香
港各界也应进一步凝聚共识，自觉支持林郑月娥
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特区警队依法打击和
惩治暴力犯罪活动，支持特区检控和司法机构各
司其职， 使所有暴力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治，
彰显法律的公正与威严。在止暴制乱这个大是大非、关乎香港
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没有中间地带，容不得犹豫、徘徊和动摇。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
连， 中央政府和全国14亿人民永远是香港战胜任何风险
挑战的最坚强后盾。 中央将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
执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通
过依法制暴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福祉， 坚定不移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信在中央坚定不移的支持下，香
港各界众志成城，迎难而上，集思广益，一定能够止暴制
乱、恢复秩序，维护好香港750万市民的共同家园。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载11月1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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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2069940752.64（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306 6 4 7
排列 5 19306 6 4 7 4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9131 05 06 14 27 29 06+1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0

10000000 30000000

0--

� � � �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蔡矜宜）罗纳尔迪
尼奥（小罗）的花式过人、“金童”欧文的帅气射门、“第
一边后卫”赞布罗塔的细腻脚法……今晚，众多传奇
巨星联袂为星城球迷献上了一场“回忆杀”满满的足
球盛宴，23000多名现场球迷大饱眼福、大呼过瘾！

“燃战贺龙”传奇明星足球挑战赛当晚在贺龙

体育中心举行，小罗、欧文、久利、赞布罗塔、埃德米尔
森等巨星悉数登场、一展身手。最终由小罗率领的传
奇一队以5比2战胜由欧文率领的传奇二队。值得一提
的是，欧文进1球、小罗贡献3次助攻，并且均踢满80
分钟才下场休息， 比赛期间两人数次与球迷招手互
动。状态出众的法国球星久利还上演了“帽子戏法”。

燃！ 巨星“回忆杀”席卷星城

� � � � 11月16日，罗纳尔迪尼奥（中）与队友庆祝进球。当晚，传奇明星足球挑战赛在长沙贺龙体育场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郭立亮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