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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美方将所谓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
署成法，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公然为暴力犯
罪分子撑腰打气， 蓄意为亟需止暴制乱、恢
复秩序的香港局势火上浇油。美国一些政客
的这种倒行逆施，只会激起包括香港同胞在
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只会在世人面
前自曝其虚伪自私、强权霸道的丑陋嘴脸。

5个多月来香港发生的暴力犯罪行
为，绝非个别国家偏袒包庇就能美化或掩
饰的。暴力犯罪分子非法集结，有组织地
暴力冲击立法机构、政府部门、公共设施，
火烧商场、银行、校园，肆无忌惮地攻击持
不同意见人士、 侵害他人言论自由等人

权，甚至造成无辜市民伤亡。斑斑劣迹，已
到了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些破坏法治、破坏治安的暴力犯罪
行为，明显具有恐怖主义性质，使香港这个昔
日全球最安全城市之一的地方汽油弹横飞、
火光冲天， 使原本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校园
变为暴徒盘踞、制造凶器的据点，严重侵害广
大香港市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数据统计，截
至10月底， 香港逾460组交通灯被暴徒破坏，
4.6万米栏杆被拆除，约2900平方米的人行道
地砖被拆损。 与香港市民生活工作息息相关
的145个地铁站和轻铁站遭到破坏，站内设施
大量受损，出入闸机遭破坏约1600次，站内闭
路电视镜头被毁约1100次，另有超过300条专
营巴士路线、超过300条专线小巴路线及所有

电车路线因封路、 暴乱活动不得不改道或停
驶……英国《经济学人》网站刊文称，暴力升
级使香港陷入深渊。 连一些美国媒体也不得
不承认， 香港示威者正变得 “越发暴力和丑
陋”。“混乱已经严重损害了香港的经济和社
会治理”“现在香港发生的事已经不是在提出
诉求， 而是在破坏家园”“世界上任何国家都
不能容忍这种暴力犯罪” ……许多国际有识
之士痛心疾首，对暴力犯罪表达震惊与愤怒。

美方涉港法案严重歪曲事实，性质极其
恶劣，用心十分险恶。将暴力犯罪行为说成
“美丽的风景线”， 把警方极为克制的执法说
成“暴力镇压”，人们不禁要问，美国一些政客
的良心何在？人性何在？美国一些政客大言
不惭地声称美国“有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权标

准”，并将涉港法案视为美国“对民主、人权
和法治的承诺”。而事实上，自身存在严重人
权问题的美国， 有什么资格充当 “卫道士”
“教师爷”？他们用荒唐法案混淆视听，企图
为反中乱港势力站台助威，充分暴露其玩弄
人权双重标准、实则践踏人权的本质。

是非不容颠倒，公道自在人心。香港“反
暴力、爱和平、撑警察、护安宁”的强烈呼声，
香港各界人士在多地清理路障的自发行为，
香港市民团体敦促法院及时惩治暴徒的请
愿，无不直接打脸美国一些政客，彰显香港社
会各界的强烈诉求和止暴制乱的正义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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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载12月2日
《人民日报》）

煽动暴乱必遭唾弃
———践踏人权不会得逞

国务院任命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五届政府主要官员和检察长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五任行政长官贺一诚的提名， 国务院2019年12月1日任
命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主要官员和检察长。任
命情况如下：

任命张永春为行政法务司司长； 任命李伟农为经济
财政司司长； 任命黄少泽为保安司司长； 任命欧阳瑜
（女）为社会文化司司长；任命罗立文为运输工务司司长；
任命陈子劲为廉政公署廉政专员； 任命何永安为审计署
审计长；任命梁文昌为警察总局局长；任命黄文忠为海关
关长；任命叶迅生为检察院检察长。

根据澳门基本法规定， 上述主要官员和检察长将于
2019年12月20日起履行职责。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138 9 1 5 5 9 7 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34029433.1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321 5 9 3
排列 5 19321 5 9 3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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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

———新中国峥嵘岁月

� � � �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确定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

《决定》指出，为了牢记历史，铭记
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
苦卓绝的斗争， 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
彰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表明中国人民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和世界
和平的坚定立场，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决定将9月3日
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每年9月3日国家举行纪念活动。

1931年， 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
“九一八事变”， 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
勇抵抗。1945年9月2日上午， 在东京湾
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政府签
署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正式宣告胜利结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
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

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
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
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
民族耻辱；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
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
和平人民的尊敬；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
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先后将1945年
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的第二日即9月
3日设定为“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

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专门作出决定，以立法形式确定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进一步表
明了这一纪念日对中国人民的重大
意义。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省第四届校园武术比赛举行

近3000名青少年秀武艺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王亮 通讯员

范如虹）11月30日， 湖南省第四届校园武术比
赛在长沙市湖南师大附中高新实验中学举行，
全省14个市州的121所大中小学队伍， 近3000
名青少年参加。

近几年，省体育局、教育厅联合成立了校园
武术段位制推广领导小组， 命名近400所校园
武术段位制试点学校。从2016年开始，湖南省
校园武术比赛已成功举办三届， 目前我省习武
学生达到80多万人。

本届赛事设大学、中学、小学以及文武学校
4个组别，有规定和自选两个大项。比赛中，参赛
队员们用刚柔相济、行云流水般的表现，展现了
传统武术的魅力和湖南青少年阳光活泼、 自强
自律的精神风貌，现场喝彩声不绝。

小学组中，来自桃江县桃花江镇的狮子山小
学喜获一等奖，狮子山小学校长鲁春灿说，“我们
之所以选择武术作为特色课程，因为武术不仅能
强身健体，也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他介绍，
全校学生都会学习武术健身操，有武术特长的则
会成为校武术队的一员，继续专业练习。

本届比赛由省体育局、省教育厅主办，湖南
省校园武术段位制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 湖南
省武术协会承办。

�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蔡矜
宜 ）11月30日晚，2019大唐地产亚洲
拳王大满贯资格赛长沙站在长沙理
工大学云塘校区体育馆举行，来自中

国、德国、印度、格鲁吉亚和白俄罗斯
的14位拳手，逐一展开火爆对攻。

本次比赛不仅是本年度亚洲拳坛
盛事“2019博盟拳击季”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是亚洲顶级拳击赛事———亚
洲拳王大满贯赛的第三站资格赛。

当晚全部7场比赛火花四溢， 激烈
的对攻场面不断上演，令现场观众大饱
眼福。 中国拳手中，81公斤级的鲁瑞池
和75公斤级的钱翔发挥出色，分别击败
格鲁吉亚选手科比利亚·鲍里斯、 白俄
罗斯选手兹阿诺·阿莱克斯赢得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亚洲拳王大满贯长沙站火爆对攻

中国双星强势获胜

教育部：

在自由贸易试验区优化
营利性民办学校审批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自
12月1日起在上海、广东等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实施专科教
育的营利性民办高等学校和其他营利性民办高等教育机
构，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
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的设立、分立、合并、
变更和终止审批，实行“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通知提出依法下放审批权限，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
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管理效能为目的，以实事求是、因地
制宜为原则，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探索将实施中等
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
化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审批权限， 下放或委托给自
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地有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