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王亮）昨天，2019美
丽乡村广场舞大赛益阳站暨湖南省首届广场舞锦标赛
益阳站在益阳市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开赛， 来自全省
的18支广场舞队参与本站比赛。

本次比赛共有规定套路和自选套路两大竞赛项目，
比赛仲裁、 裁判员由全国广场舞健身活动推广委员会统
一选调。经角逐，长沙市金山桥街道木棉花艺术团、益阳
市心连心水兵舞团、 益阳市赫山区益美人艺术团荣获一
等奖，成功晋级2019美丽乡村广场舞大赛总决赛。

美丽乡村广场舞大赛
益阳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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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美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强烈
反对，悍然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签署成法，此举严重干预香港事务，严重
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
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 我们正告美方，任
何威胁都吓不倒中国人民，任何干涉中国
内政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5个多月来，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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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疯狂打砸、肆意纵火、瘫痪交
通、暴力袭警、残害市民，将香港推到了极为
危险的境地，广大香港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受到严重侵害和威胁。 大量事实表明，美
国反华势力与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内外勾结、
狼狈为奸， 美方是搞乱香港的最大黑手。为

了达到其险恶政治目的，美国国会和一些政
客不惜赤膊上阵，从幕后走到台前，打着支
持香港“人权”“民主”的幌子，不断发表颠倒
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论，居心叵测地炮制、推
动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现在美方又
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和强烈反对，将该法案
签署成法，赤裸裸地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
气、为暴徒摇旗呐喊，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
暴干涉，也是对广大香港同胞共同利益和根
本利益的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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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方的所作所为，再次暴露了其毫无底线
的双重标准和虚伪丑陋的霸权逻辑。企图以一
国国内法干涉别国内政，何谈民主？无视香港
暴力犯罪行为造成的破坏，何谈人权？把暴徒
丧失底线、泯灭人性的行径美化为追求“人权”
与“民主”，为暴力行为火上浇油，其根本目的是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坏“一国两制”伟大实践，
破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其用
心险恶歹毒，昭然若揭。

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
怕事。 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和现实，
美方应该清楚， 任何威胁都吓不倒中国人
民，只会进一步激发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民
族精神；任何压力都压不垮中国人民，只会
让中国人民更加看清霸权主义的本质。香港
的繁荣稳定，中国的发展成就，是靠自己奋
斗打拼得来的，不是谁恩赐的。任何人不要
低估我们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决心，不
要低估我们维护“一国两制”的坚定意志，不
要低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能力和手段。

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 注定失败。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
政。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国政
府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香港恣意妄为。不管香

港局势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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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
继续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定支持行
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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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企图破坏香
港繁荣稳定、阻碍中国发展的企图都是徒劳
的！

任何外来威胁、施压都吓不倒、压不垮包
括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 任何力量
都不能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我们
奉劝美方不要打错了算盘， 不要指望中国会
吞下损害自己核心利益的苦果； 我们奉劝美
方不要一意孤行， 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
制，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载11月29日
《人民日报》）

任何威胁都吓不倒中国人民
——干涉内政不会得逞

� � � � 2013年11月3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同村干部和村民
代表围坐在一起，亲切地拉家常、话发展，在这里他首
次提出“精准扶贫”。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扶贫要实事求
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
骛远的目标。

“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是我心中的
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出
重要指示。他指出，精准扶贫，就是要对扶贫对象实行
精细化管理，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确化配置，对扶贫对象
实行精准化扶持，确保扶贫资源真正用在扶贫对象身
上、真正用在贫困地区。强调扶贫开发推进到今天这样
的程度，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要做
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
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
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解决好“扶持谁”的
问题，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
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
施策。要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加快形成中央统筹、
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
发工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
到位。要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
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精准扶贫是为
了精准脱贫。要设定时间表，实现有序退出，既要防止
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症。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我国成为世界
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新中国峥嵘岁月

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精准扶贫”

就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

�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外交部
28日就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签署成法发表声明，全文如下：

美方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签署成法，此举严重干预香港事务，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
径，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取
得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居民依法享有
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 美方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公然为疯狂打砸烧、残害无
辜市民、践踏法治、危害社会秩序的暴
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 性质极其恶劣，
用心十分险恶，其根本目的是破坏香港
繁荣稳定，破坏“一国两制”伟大实践，
破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
程。

我们要正告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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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所谓法案只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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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的图谋注
定失败。

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
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我们奉劝美方
不要一意孤行， 否则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
制，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承担。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国务院港
澳事务办公室11月28日发表声明，对美
方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
表示强烈谴责。

该声明表示， 当地时间11月27日，
美方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 一意孤行，
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
是对中国内政赤裸裸的干涉，是对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严重践踏。这
部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
民声讨的法案充斥着偏见和傲慢，以恐
吓和威胁的手法对待香港，公然为反中
乱港分子提供保护，用心险恶。事实证
明，美方就是搞乱香港的最大黑手。

该声明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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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想借搞乱香港遏制中国
发展，是枉费心机，打错了算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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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步伐。

新华社香港11月28日电 中央人民
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11
月28日发表声明，对美方所谓“2019年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表示
极大愤慨和最强烈谴责。

声明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国
会和一些政客，罔顾香港五个多月来持续
发生的激进暴力严重犯罪的事实，多次打
着支持香港“人权”“民主”的幌子，发表颠
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论，先后在众议院、
参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 现在美方又不顾中方的严正交
涉和强烈反对， 悍然对该法案签署成法。
这是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其实质就是要搞乱香港，妄图以香港事务
牵制中国发展。我们对美国一系列霸道行
径表示极大愤慨和最强烈谴责。

声明强调，美国这些政治游戏操纵者
们的如意算盘，就是为“叛国祸港四人帮”
及反中乱港极端势力和暴力分子撑腰打
气，为暴力行为火上浇油，图谋毁掉香港，
其用心险恶歹毒，昭然若揭。我们要正告
美方以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香港少数反
对派政客，不要低估我们维护香港繁荣稳

定的坚强决心，不要低估我们维护“一国
两制”的坚定意志，不要低估我们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和手段。美
国当局这一系列恶劣行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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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反制，一切
后果必须由美方完全承担！

声明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
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国人有能力办好香
港的事情。我们将继续坚决贯彻“一国两
制”方针，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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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企图破坏香港繁荣稳
定、 阻碍中国发展的把戏都绝不可能得
逞！

据新华社香港11月28日电 香港特
区政府28日表示，对所谓“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 及另外一项有关香港的法案成
为美国法律表示强烈反对， 并对美方无
视港方多次就两项法案提出的切实关注
表示极度遗憾。 两项法案明显干预香港
内部事务，既无必要，也毫无理据，更会损
害香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和利益。

特区政府发言人重申，外国政府及
议会不应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内部事务。

发言人表示， 两项法案并不合理，其
中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人权及民
主为名，实际上部分条文涉及出口管制和
香港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与香港的人权
和民主根本无关。两项法案更会向示威者
发出错误信息，无助缓和香港局势。

发言人还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希望美
国政府采取务实态度，以香港和美国的互
惠关系和美国在香港的利益为依归，维持
对香港的经贸政策和原则立场，继续尊重
香港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地区的地位。

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等发表声明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驻港部队参与清理路障
是社会公益活动

�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在28日举
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国防部新闻发
言人任国强就香港问题、 美舰擅闯中国南
海岛礁等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在回答如何评价解放军驻港部队日前走
出军营，在九龙塘联福道一带清理路障的问题
时，任国强表示，驻香港部队以“自发义务”形
式参与清理路障， 是服务人民的社会公益活
动，不存在违反驻军法和“一国两制”原则的问
题。 这与驻香港部队多年来开展的义务植树、
无偿献血、慰老爱幼等活动一脉相承，都体现
了驻香港部队官兵对香港市民的关心热爱，体
现了人民子弟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关于香港局势，习近平主席14日发表
重要讲话， 发出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止暴制
乱工作的最强音， 为稳定香港局势指明了
方向和路径。”任国强表示，驻香港部队随
时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有决心、有
信心、 有能力履行好基本法和驻军法赋予
的职责使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关于美舰擅闯中国南海岛礁一事，任
国强强调，事实一再证明，美方是国际法和
国际规则的破坏者， 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搅
局者，是双方一线官兵生命安全的危害者，
是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麻烦制造者。 中国
军队将一如既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捍卫南海和平稳定。

任国强说， 美军舰机擅闯中国南海岛
礁邻近海空域，屡教不改、明知故犯，危害
地区和平稳定，损害中国主权安全，也危及
双方一线官兵的生命安全。 这是危险性极
高的挑衅行动。

“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这种侵犯中
方利益的行为。”他表示，中国军队始终保
持高度戒备，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国际足联最新排名：

国足下滑六位至第75名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国际足联28日公布了

最新一期国家队排名，比利时国家队2019年以十战全
胜的成绩占据榜首， 中国国家队的排名则下滑六位至
第75名，亚洲排名至第九名。

本期排名世界前五与上期没有变动，依然是比利时、
法国、巴西、英格兰和乌拉圭。中国国家队排名下降六位
至第75名，亚洲区域排名日本超越伊朗成为亚洲第一，排
在亚洲第三至第十名的分别是：韩国、澳大利亚、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联酋、中国、叙利亚。

美舰擅闯南海是危险性极高的挑衅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