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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2013年11月12日， 十八届三中全会
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深刻剖析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 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指
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的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决定》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突出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坚持积极稳
妥、科学规划，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
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凝聚了全党全社
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

在内容结构上，《决定》以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提领，按
条谋篇布局。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共16个部分，分三大板块。第
一部分是总论， 主要阐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指导思
想、总体思路。第二至第十五部分构成第二板块，是分论，主要
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6个方面，具
体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 第十六部分构
成第三板块，主要阐述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决定》合理布局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
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形成了改革
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
次总部署、总动员，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产
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人民日报评论员

美方一意孤行，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 签署成法。 这部充斥着偏见和傲
慢、恐吓与威胁的法案，以人权、民主为名，
行霸权干涉之实， 用美国国内法干涉中国
内政， 这是对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
国人民的严重挑衅， 在世人面前赤裸裸地
暴露了美方的强盗嘴脸和霸权本性。

香港修例风波发生至今， 任何秉持客
观公正立场的人都看到， 香港当前面临的
根本不是所谓人权和民主问题， 而是暴力
横行、 香港市民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严重侵
害和威胁的问题。然而，对于暴徒在香港令
人发指的暴行，美国一些政客却公然无视。
他们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恶意诋毁中国中
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他们指手画脚、大放厥

词，多次高调接见反中乱港头面人物，公然
为反中乱港活动撑腰打气； 他们处置国内
示威活动充分授权、毫不手软，却对香港警
方极度克制执法横加指责； 他们对香港社
会迫切要求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的主流民
意和强烈呼声充耳不闻， 处心积虑炮制所
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美国国内法
大搞“长臂管辖”，为违法暴徒提供“避风
港”，给特区政府止暴制乱制造“绊脚石”，向
维护法治秩序的正义人士发出 “恐吓信”。
其目的就是要搞乱香港， 就是为了破坏香
港的繁荣稳定， 以实现他们借香港问题阻
碍中国发展的险恶图谋。 这种虚伪丑陋的
“美式双标”越来越为世人所看清；这种违
反国际公义和国际关系准则的霸道行径越
来越为世人所不齿。

美方挥舞着人权的大棒， 肆意践踏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肆意干涉别国
内政劣迹斑斑， 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深
受其害。为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一些美国
政客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挑起骚乱、策
动“颜色革命”；为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式霸
权，美方到处使用“长臂管辖”，极限施压，把
许多地区拖入发展的泥潭和动乱的噩梦。
在他们眼里“强权即真理”，仿佛世界还停
留在“丛林法则”的旧时代。

美方的霸权逻辑注定失败， 玩弄强权不
会得逞。当今世界，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
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深入人心。 美方唯我独
尊、玩弄强权政治的霸道行径，早已为国际社
会所深恶痛绝。此次他们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企图搞乱香港、牵制中国发展的霸道行径，更
将踢到铁板。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的原则问题上， 中国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外

来压力。 美方如果仍然醉心于过时的冷战思
维和霸道作风， 在香港问题上一意孤行玩弄
强权，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制。如果美方在错
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方有足够的底气和
实力、坚定的信心和意志奉陪到底。一切后果
必须由美方承担。

顺潮流者昌，逆潮流者亡。我们正告美
方以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香港反对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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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奉劝美方，切勿错
判形势，立即纠正错误、悬崖勒马，立即停止
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免给中美
关系和两国重要领域合作造成更大损害。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载11月
30日《人民日报》）

疫苗犯罪行为从重追究刑责
近年来，多地发生“问题疫苗”案

件， 牵动广大家长的心。12月1日起施
行的疫苗管理法， 针对疫苗管理中的
突出问题作出制度设计。

疫苗管理法明确， 疫苗犯罪行为
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对违法生产
销售假劣疫苗，违反生产、储存、运输
相关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等情形的，设
置了比一般药品更高的处罚； 对相关
责任人依法实行罚款、行政拘留、从业
禁止直至终身禁业等。

进口国内未批的境外
合法药品不再按假药论处

12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药品管理法
就假药劣药的范围作出重新界定： 未经
批准进口的药品不再按“假药”论处。对
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
品，情节较轻的，可以减轻处罚。

但要注意的是，根据本法，从境外
进口药品必须要经过批准， 违反药品

管理秩序的行为仍要处罚。

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将
“处罚到人”

民以食为天。12月1日起施行的食
品安全法实施条例强化生产经营者的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增设“处罚到人”制
度，充分体现食药领域“四个最严”的
要求。

条例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等
单位有食品安全法规定的违法情形，
除依据食品安全法规定给予处罚外，
存在“故意实施违法行为”、“违法行为
性质恶劣”或者“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
果”三种情形之一的，还要对违法单位
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有直接责任人员处
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
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

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
阻挠用户“携号转网”

备受关注的携号转网服务已于11

月底在全国正式运行， 工信部出台的
《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也将于12月
1日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电信业务
经营者应当为用户提供便捷的携号转
网服务，不得有妨碍服务、干扰用户选
择、阻挠携转、降低通信服务质量、比
较宣传、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

六部法律将在自由贸易
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

12月1日起，对外贸易法等六部法
律有关规定将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
调整适用。这意味着中国自贸区“证照
分离”改革迈出新步伐，营商环境有望
得到进一步优化。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
法律规定的决定，在自贸试验区内，暂
时调整适用对外贸易法、 道路交通安
全法、消防法、食品安全法、海关法、种
子法等六部法律的有关规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坚决反制美方霸道行径
———玩弄强权不会得逞

一批新法新规12月起施行国际赛联年度盘点

湖南老将张亮
获“最佳、最快”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 （记者 蔡矜

宜）国际赛艇联合会（简称“国际赛联”）
官网27日发布了一份“2019年盘点”，在
男子双人双桨的年度时刻评选中， 湖南
运动员张亮与来自广东的“新搭档”刘治
宇凭借世锦赛上的出色表现， 获得了最
佳表现和年度最快成绩两个奖项。

32岁的张亮和 26岁的刘治宇是
2019赛季组合到一起的“新搭档”。在本
赛季最重要的世锦赛上，“亮宇组合”状
态出众，特别是在决赛中，两人从开赛阶
段便确立领先优势， 最终以6分5秒68的
成绩获得了中国赛艇男子公开级历史上
的第一块世锦赛金牌。 该成绩也成为本
赛季男子双人双桨项目的最快成绩。

此外， 国际赛联还预测道：“基于在
世锦赛上的强势表现，张亮、刘治宇组合
将成为东京奥运会看点之一。”但是，“为
中国夺得男子赛艇奥运首金” 并不是一
件简单的任务， 他们势必将面临来自爱
尔兰、波兰、瑞士等队的强力挑战。

美国总统突访阿富汗
新华社喀布尔11月29日电 阿富汗总统加尼29日说，美

国总统特朗普28日晚突访阿富汗。特朗普与加尼举行会晤并
慰问了驻阿美军。

加尼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在双边会晤中讨论了双方在
战场上取得的重要进展，包括对阿富汗东部地区‘伊斯兰国’
武装分子的打击。”另据美国白宫发布的文字实录，特朗普与
加尼会晤后对记者说，目前美方已重新开始与塔利班对话，但
双方能否达成协议还要“再等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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