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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7月23日电 7月22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和市长应勇
陪同下在上海考察。

李克强来到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
区，听取总体规划汇报。他说，新片
区是在过去5年自贸试验区实践基础
上设立的，是开放的新扩大、改革的
新进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抓住新机遇，对标
国际先进水平，更大力度改革开放，
完善空间规划实现集约开发，让这片
寸土寸金之地飞出新的金凤凰，推动
高质量发展。

上海电气是年营业收入超过千
亿元的综合性装备制造企业。李克

强来到这里了解当前经济形势对市
场主体的影响，对企业研发生产的
重大装备走在国际国内前列表示赞
许。他勉励企业瞄准世界一流、更
加积极地到国际市场竞争，争创奇
迹，展现更强雄风，为提升我国重
大装备制造水平、助力经济发展和
民生改善多作贡献。李克强来到张
江人工智能岛，察看 3D 视觉远程医
疗、智能神经仿生、智能无人系列
技术等创新成果。他说，人工智能
就是要把人的智慧汇聚起来，更好
地为人服务。要注重基础研究，发
展热门产业也需要有甘坐冷板凳的
人。要加强协同合作，把成果广泛
应用到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培
育壮大新动能，造福人民。

瑞伯公司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

后设立的第一家外商独资的金融职业
培训机构，负责人介绍了公司情况。
李克强说，近期我们公布了新的金融
开放 11 条措施，金融开放要以合规
经营为基础，这些都需要更多金融高
端人才。要加强教育培训方面的中外
合作，加快培养更多熟悉国内法规和
国际规则、理念新善经营的金融人
才，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
推动金融高水平发展。

市大数据中心负责人汇报了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的情况。李克强
说，大数据里有民意有民心。人民是
衣食父母，用大数据改善政府服务、
更好满足群众需求是深化“放管服”
改革的重要内容，要依托互联网、大
数据优化再造政府办事流程，进一步
利企便民，同时也要加强数据安全保

护。在临汾路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介绍依靠网络提升社区
管理服务水平、提高群众满意度的做
法，李克强予以肯定。

李克强专门就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行调研指导。
他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自觉践行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主题教
育和加快改善民生的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动改革发
展，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让人民过
上越来越好的日子。

李克强充分肯定上海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成就，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奋力开
拓，在改革开放创新方面迈出更大步
伐、作出表率。

肖捷、何立峰陪同考察。

李克强在上海考察强调

在改革开放创新方面作出表率
李克强在上海考察强调

在改革开放创新方面作出表率

7月23日，为期6天的2019“三峡娃娃行”宜昌水电夏令营在湖北
宜昌三峡工程所在地启动，来自三峡集团定点扶贫、对口支援、少数
民族帮扶的9个帮扶区域300余名在校中小学生参加活动。图为夏令营
的孩子们在三峡坝顶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李任滋摄

“三峡娃娃行”夏令营在宜昌启动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反对美肆意打压中企的霸凌行径反对美肆意打压中企的霸凌行径

本报北京 7 月 23 日电 （记 者
王远）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23 日在京
出席庆祝中国－阿联酋建交 35 周年
招待会，并会见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
穆罕默德。

王岐山表示，中阿发展理念契
合，合作互补性强，民意基础牢固，
双边关系根基坚实，对地区有重要影
响。中阿建交 35 年来，各领域合作
成果丰硕。近两年两国领导人成功互

访，推动双边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中方视阿联酋为最亲密的朋友和
可信赖的战略伙伴。在新时代、新起
点上，我们愿同阿联酋朋友携手努
力，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推动中

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穆罕默德表示，阿联酋是中国在

海湾地区可以信赖的伙伴。阿方愿同
中方继往开来，以共建“一带一路”
为契机，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
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推动
中阿关系实现更高水平发展。

双方还共同观看了图片展和文艺
演出。

王岐山出席庆祝中阿建交35周年招待会

7月 23日，光州游泳世锦赛男子 200米自游泳决赛中上演
极具戏剧性反转，最先游到终点的立陶宛选手拉普西斯因犯规
被取消名次，紧随其后的中国奥运冠军孙杨升至第一，成功卫
冕冠军，为中国游泳收获本届大赛第二金，也是他个人第11金。

在男子 1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徐嘉余以 52秒 43的
成绩获得冠军。在22日举行的半决赛中，赛季排名世界第一
的徐嘉余就游出了52秒17的佳绩刷新赛会纪录，以第一名跻
身决赛。擅长仰泳的他也是上届布达佩斯世锦赛该项目的金
牌得主。

左图：孙杨在比赛后庆祝夺冠。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摄

下图：徐嘉余在比赛后庆祝夺冠。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中国游泳健将

世锦赛再夺两金

本报昆明 7 月 23 日电 （记 者
杨文明） 23日上午8时，由中国、老
挝、缅甸、泰国四国组成的联合巡逻
执法编队驶离中国关累港，标志着第
84 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
正式启动。

据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介
绍，此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共派出
执法船艇 7 艘，全程 512 公里，将采
取分段巡逻与全线巡航相结合的方
式，在金三角、班相果、孟莫等重
点水域开展联合查缉和禁毒宣传等
活动。四国执法部门将在缅甸万崩
召开工作交流会，共同分析研判湄
公河流域近期治安形势，就如何打
击 各 类 突 出 违 法 犯 罪 活 动 进 行 磋

商。中老双方还将在老挝孟莫举行
执法艇规范化建设座谈交流，共同
分享交流执法艇建设经验。

据介绍，自联合巡逻执法启动以
来，中老缅泰四国已成功开展联合巡
逻执法83次，共出动执法人员13300
余人次，执法艇 702 艘次，总航程
44400余公里，在金三角等水域开展
联合查缉 81 次，检查船只 1000 余
艘，人员近4000人次，货物60000余
吨，救助遇险商船124艘次，为千余
艘商船护航。四国还先后探索建立了
水上联合搜救、信息互通共享、联合
处置突发事件、重大疫情应急响应等
机制，有力维护了湄公河流域安全稳
定、服务沿岸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北京7月23日电（记者任
涛） 中国海关联合新加坡海关和新
加坡国家公园局开展的跨国打击走
私濒危物种行动今天传来捷报：7
月22日，中国海关总署统一指挥南
宁、哈尔滨、广州等海关，并联合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查获一起
特大象牙等濒危物种走私案，摧毁
一个走私象牙等濒危物种国际犯罪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同时
提供精准情报，指引新加坡海关截
获该团伙走私的象牙8.8吨。

初步查明，该走私团伙长期在非
洲组织收购象牙、穿山甲鳞片等濒危
物种，将濒危物种藏匿在集装箱中通
过海运方式运输，经新加坡等国中转

后，伺机向中国周边国家及中国走
私。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据悉，中国海关针对象牙等濒危
物种“非洲启运、多国中转、周边囤
积、偷运进境”的走私特点，加强国际
执法合作，今年以来已实施多次跨境
联合打击，精准指引新加坡、越南、中
国香港等海关查获象牙 11 吨、穿山
甲鳞片 59.8 吨、犀牛角 90.5 千克，实
现了对走私策源、中转、跨境的全链
条打击。截至目前，中国海关立案侦
办走私象牙等濒危物种案件374起，
其中走私象牙案件133起，打掉犯罪
团伙 38 个，在境内查获各类珍贵动
物制品 11.28 吨，其中象牙制品 9.05
吨、犀牛角251千克。

中老缅泰第84次开展湄公河联巡 中新海关携手破特大走私象牙案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目前正在对位于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境
内的羊卓雍错进行深度测量，并测算水量。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对该湖
进行全面的水深等深线测量。羊卓雍错简称羊湖，距拉萨不到100公里，
其自然景色优美，是西藏的热门旅游景点之一。图为 7月 22日，科考队
员在投放重力钻，准备钻取湖泊沉积岩芯。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中国科学家首次对羊卓雍错测深

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
（记者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23日驳斥英国、美国一些官员
近日发表的涉港言论，表示香港是
中国的香港，中国政府绝不容许任
何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更不容
许任何外国势力搞乱香港。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
香港记者问：英国中东事务大
臣形容近日香港发生的暴力场
面令人无法接受，呼吁港府展
开全面、独立的调查；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要求特区政府尊重
言论及集会自由。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对于近日在香港发生的一
系列极端暴力事件，国务院港
澳办、香港中联办和香港特区
政府都已经作出明确回应。”华
春莹说。

针对美方要求香港特区政
府尊重言论和集会自由，华春
莹指出，近日在香港发生的事
情绝不是什么言论和集会自由
的问题，而是极端暴力违法行
为的问题，直接冲击香港法治
根基，违反基本法和香港本地
法律，严重挑战“一国两制”
的底线。“中央政府支持特区政
府依法有效施政，支持警方依
法严惩违法暴力行为，维护香

港的社会稳定。”
“从近期媒体披露的一些情

况，可以明显看出在香港发生
的暴力事件有外国势力在背后
操纵、策划、甚至组织实施的
迹象。”华春莹说，“美方能否
向世界诚实地、明确地回答，
美方在近期香港事态中扮演了
怎样的角色？到底意欲何为？
美方再没有自知之明，至少也
应该清楚一点，那就是：香港
是中国的香港，中国政府绝不
容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
务，更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搞
乱香港。我们奉劝美方趁早收
回他们在香港伸出的黑手！”

针对英方官员言论，华春
莹表示，香港回归以来，“一国
两制”顺利实施，香港市民享有
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英方
大谈香港的权利和自由，如果
没有了安全和稳定，何来权利
和自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近日，香港各界人士发起
‘守护香港’和平集会，谴责反
对派撕裂社会的暴力行径。相
信大多数香港市民对于极少数
激进分子违法暴力行为的危害
和本质都有清醒的认识，也都
希望共同努力守护好香港这颗

‘东方明珠’。”她说。

驳斥美英涉港言论

绝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搞乱香港

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
（记者侯晓晨） 针对美国国务卿
宣布对中国珠海振戎公司实施
制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3
日表示，中方反对美方依据其
国内法肆意打压中国企业的霸
凌行径，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
的合法权益，并保留采取进一
步行动的权利。

华春莹在当日例行记者会
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说：“中方一
贯坚决反对美国实施单边制裁
和所谓‘长臂管辖’，反对美方
依据其国内法肆意打压中国企

业的霸凌行径。中方对美方制
裁中国珠海振戎公司和企业高
管表示坚决反对。”

“中方多次强调，包括中国
在内的国际社会同伊朗在国际
法框架内开展正常的能源合
作，合理、合法，必须得到尊
重和保护。美方罔顾各方正当
合法权益，肆意挥舞制裁大棒
是逆潮流而动，不得人心。”华
春莹说，“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立
即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将坚定
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并
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