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11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主持召开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工作会议，
研究部署后续工程和水利建设等工作。

李克强说，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
程建成以来， 工程质量和水质都经受住
了检验，实现了供水安全，对支撑沿线地

区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发挥了重大作
用， 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亿人， 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显著，充分证明党中央、国
务院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李克强说，要按照南水北调工程总体
规划，完善实施方案，抓紧前期工作，适时
推进东、中线后续工程建设。要坚持先节

水后调水，坚决压缩不合理用水，科学确
定工程调水量和受水地区分配水量。要压
实责任，确保工程质量，持续造福人民。同
时，开展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方案比选
论证等前期工作。当前扩大有效投资要把
水利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作为突出重点，
这有利于增强防灾减灾能力、巩固农业基

础，也能带动相关产业和装备发展，为农
民工等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推进南水北调
后续工程等重大水利项目建设，要创新筹
资、建设、运营、管理等机制，吸引更多社
会资本参与水利工程建设运营。对工程需
要移民搬迁的，要完善机制，切实做好相
关工作，使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李克强主持召开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工作会议强调

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等重大水利建设

人民日报评论员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是中
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横加干涉，
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立场。

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
一次会晤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当前香港局
势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外
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这是
对香港激进暴乱分子及其幕后支持势力发
出的严厉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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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企图搞乱香港、 损害中国良好发展局
面、 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图谋和行径，
都必将遭到包括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
中国人民的反对，也注定遭受可耻的失败。

香港围绕修改《逃犯条例》出现的事
态早已完全变质。 香港一些激进势力和暴
力分子肆意破坏公共秩序，毁坏公共设施、
暴力袭击警察，到处大搞打砸烧，践踏了道
德底线，突破了法治底线，挑战了“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罔顾事
实、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无视香港社会各
界的民意诉求，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公
然为激进暴力分子和分裂势力撑腰打气，
公然插手香港事务企图对华施压， 这是对
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充分暴露了他们搞
乱香港、牵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

在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
为中， 一些外部势力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
色。他们把肆意纵火、打砸商铺、暴力袭警
等严重犯罪称之为人权和民主问题， 他们

对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中央政府对港政策
指手画脚，对“一国两制”进行别有用心的
抹黑、信口雌黄的指责，甚至公然要以国内
法方式为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从事 “反
中乱港”活动提供保护伞，把香港作为牵制
和遏制中国发展的新筹码。 然而， 正所谓
“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些外部势力的种种
表演，不仅暴露了他们在人权、民主问题上
的极端虚伪， 更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看清了他们“反中乱港”的真实
面目。他们的险恶用心不会得逞，中国政府
绝不会任由外部势力在香港为所欲为。

暴力犯罪不仅是危害香港社会的 “病
毒”，也是祸害全人类的公敌。香港暴徒的残
暴行径， 已经超越了人类道德和文明的底
线， 在任何国家和文明社会都绝对不能允

许。当前，越来越多国家通过官方声明、照会
及公开表态等方式，表示支持“一国两制”，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香港繁
荣、稳定，希望香港恢复稳定和秩序。我们奉
劝那些为暴力违法行为张目，为“反中乱港”
分子站台的西方政客， 尽快改变其错误做
法，停止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的无耻行为，否
则只会在国际社会引起更加强烈的反感，
最终也必将遭到暴力的反噬而贻害自身。

多行不义必自毙。奉劝那些外部势力
趁早收回黑手，不要与人心作对、不要与
大势为敌， 中国人民向来不信邪也不怕
邪，香港不是你们为所欲为的地方。认清
形势，悬崖勒马，是你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载11月19日
《人民日报》）

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企图注定失败

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算提前下达

明年1136亿元助力脱贫攻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记者18日从财政部获悉，全

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预
算近日提前下达，共计1136亿元，以期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财政部当天发布的公告显示，此次提前下达的1136亿元
资金， 约占2019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61亿元的90%。
其中，继续重点加大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
专门安排“三区三州”144亿元，并将资金分解到具体区、州。

我国第二艘航母通过台湾海峡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据海军新闻发言人程德伟介

绍，11月17日，我国第二艘航母顺利通过台湾海峡，赴南海
相关海域开展科研试验和例行训练。 这次组织国产航母跨
区开展试验和训练，是航母建造过程中的正常安排，不针对
任何特定目标，与当前的局势无关。

责任编辑 封锐 谢卓芳 王亮 2019年11月19日 星期二
时事·体育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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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梦圆
2008年8月8日至24日， 举世瞩目的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

运动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百年的期盼。
为了实现举办奥运会的愿望， 中国人民追求和奋斗了

整整一百年，付出了锲而不舍的顽强努力。1908年，中国人
就发出了中国要参加奥运会、举办奥运会的第一声呼唤。

1991年，党和国家作出决策，支持北京市申办2000年第
二十七届奥运会。尽管当时未能获得举办权，但中国人民向
国际社会表达了举办奥运会的热切期望。进入新世纪，党和
国家再次作出决策， 支持北京市申办2008年第二十九届奥
运会。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作出决定，将第二十九届
奥运会举办权授予中国北京。

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再次向世人昭示：中国人民有能力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11月16日，2019湖南国际足球文
化节暨传奇明星足球挑战赛在长沙贺
龙体育中心举行，罗纳尔迪尼奥、欧文
等传奇明星上演了一场充满情怀的精
彩比赛。 近距离欣赏偶像现场竞技，谁
都没这位离得近———本场比赛的主裁
张彦斌。

张彦斌目前是国家级足球裁判员，
是现役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的裁判员，也
是湖南省足球协会在册的等级最高、水
平最高的几名裁判员之一。

“赛前一周，经湖南省足协推荐，中
国足协审定，我有幸成为本场比赛的主
裁”，张彦斌介绍，虽然小罗等球员是他
少年时期的偶像， 但他执法时并不紧
张，更多是享受。“我之前执法过不少国
际赛事，这场比赛我和球员多数用英语

沟通， 部分球员还能用中文和我交流，
所以执法过程比较轻松。”

本场比赛，小罗多次上演标志性绝
技“牛尾巴过人”，还击中两次门柱，送
出数记助攻，全场收获欢呼最多。不过
赛后， 张彦斌却找到名气小一些的久
利，让他在比赛用球上签了名，“小罗表
现最闪耀， 但久利上演了帽子戏法。久
利年纪比小罗还大，依然保持了职业球
员的高素养，积极的跑位、精湛的技术、
漂亮的进球，都打动了我。”

张彦斌少年时也憧憬过成为一名
职业球员，可惜最后未能如愿。他说，这
次以裁判员的身份参与其中，也算是和
顶级的职业球员同场竞技过了。

除了是名裁判员，张彦斌还是湖南
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专职体育教师，也
是校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 张彦斌表
示：“无论是从事裁判员， 还是当教练，

都是我足球梦想的延续。”
作为湖南最出色的足球裁判员之

一，当教练，张彦斌也是一把好手。2017
年， 他带队参加省校园足球大学生联
赛， 斩获高职专科女子组冠军； 今年4
月，他率队出战全国校园组大学生女子
足球联赛， 获得第九名。 张彦斌介绍：
“除了让队员享受足球， 我也会引导队
员学习裁判员、教练的知识，既是丰富
她们的人生选择，也想为湖南的足球事
业多培养点人才。”

今年6月中旬到9月中旬，张彦斌被
教育部选为公派教练员（讲师），赴英国
曼城曼彻斯特大学学习了3个月。 在英
国的学习，让他受益匪浅。张彦斌告诉
记者：“中国足球的未来还是在校园。作
为校园足球的一分子，我相信只要踏踏
实实从娃娃抓起，中国足球一定会有崛
起的那一天。”

轮滑赛道上演
“迷宫寻宝”

省第二届幼儿轮滑趣味赛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 （记者 周倜）

湖南省第二届幼儿轮滑趣味赛11月16日
在长沙举行。13个幼儿园代表队、102名幼
儿同台竞技，享受幼儿轮滑的刺激与快乐。

比赛设幼儿轮滑花式绕桩、幼儿轮滑
障碍赛、幼儿轮滑趣味迷宫赛、幼儿轮滑接
力赛四个项目， 各项目分设大班组、 中班
组。本次比赛还首次将“幼儿轮滑”与“幼儿
定向”两项运动相结合，专门设置了“迷宫
赛道”，小小轮滑手们在赛前将得到一份地
图， 根据提示在赛道内找寻摆放在各处的
玩具布偶。 这种形式由长沙师范学院教师
王岐富、刘勇共同研发，在全国尚属首创。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健康中国与幼儿
体质健康促进研究基地主办， 全国幼儿
体育发展中心、 湖南省体育科学学会幼
儿体育分会、师小滑运动中心、长沙师范
学院体育科学学院协办。

湖南本土裁判员执法传奇赛

“小罗最闪耀，但我要了久利的签名”

———新中国峥嵘岁月

下期奖池：2031322367.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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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8 6 7 5
排列 5 19308 6 7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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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2 03 05 06 13 18 10+12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5

1

10000000 50000000

80000008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