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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济南8月14日电（记
者邵鲁文） 记者从济南市口岸和物
流办公室获悉，济南至匈牙利布达
佩斯班列近日正式开通。至此，济
南欧亚班列总线路达到 5 条，共辐
射欧洲和中亚地区的12个国家。

据济南市口岸和物流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1 月，济南开
通经二连浩特至莫斯科的中欧班
列；4 月，济南开通至白俄罗斯明

斯克的中欧班列。随着此次济南
至 匈 牙 利 布 达 佩 斯 的 新 线 路 开
行，济南欧亚班列实现直通欧洲
腹地，成为山东外向型经济发展
的“加速器”。

济南市口岸和物流办公室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济南共开
行欧亚班列 81 列，运输货物重量
6.5万吨，货值1.55亿美元，同比分
别增长575%、1485%、525%。

济南至布达佩斯班列开通

本报北京8月14日电（记者陈
劲松） 中国残联宣文部、吉林省残
联 8 月 13 日在京举行残疾人励志电
影 《盲舞》 首映活动。中国残联理
事、中国盲人协会主席李庆忠，中
国残联宣文部主任郭利群等出席活
动。残疾人代表、电影主创团队等
参加了活动。

影片讲述了“吉林好人”、“长
春好人标兵”、长春市盲人按摩师吴
铁助残奉献，克服重重困难学习街

舞的故事。吉林省残联党组成员、
副理事长李德富介绍，盲人按摩师
吴铁是吉林省残疾人的优秀代表，
他帮助残友、追逐人生理想的事迹
质朴感人、催人奋进。

吉林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潘宏峰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影视
公司拍摄残疾人题材电影，展现残
疾人聪明才智和精彩瞬间，把残疾
人积极向上、乐观生活的一面通过
电影与全世界观众分享。

残疾人励志电影《盲舞》首映

近日，广东省江门市天气持续高温炎热，用电负荷连创新高。南方电
网广东江门供电局统筹安排系统运行、重点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等工
作，确保客户有序用电。图为供电局职工冒着高温进行变压器施工。

沈皓羿、梁嘉淇摄影报道

战高温 保供电本报北京8月14日电（记者游仪） 今天，在
国新办举行的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省 （区、市） 系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李锦斌，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国英
出席，以“坚持改革创新 勇于闯出新路——全面
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为主题介绍情
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求创新 经济转型升级

近年来，安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
创新能力连续7年居全国第一方阵，全社会研发经
费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由 2012 年的 1.64%增长到
2018年的2.1%。

“创新已成为安徽的最大优势、最靓名片、最
强音符。”李锦斌表示，面向最前沿，要推进关键
领域自主创新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迈
进。目前，安徽全省拥有科研机构 6018 个，比
1985 年增长 22.2 倍。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建有科
技企业孵化器161家、众创空间301家、在孵企业
5946 家；2018 年输出和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均突
破300亿元。

“如今，安徽创新馆日益成为‘政产学研用

金’深度融合科技大市场。”李锦斌介绍，2018 年全
省输出、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增长28.7%、31%，
且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始终大于输出合同成交额。

促改革 步伐稳中有进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位于华东腹地的安徽，小岗村“大包干”拉

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极
大减轻农民负担。在不断深化改革的今天，李锦
斌表示，安徽争当击楫中流的改革先锋，打造长
三角强劲活跃增长极。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目前全省已
实施改革的村 （居） 达 11731 个，占总村数的
73%；量化集体资产238.2亿元，共有647个村实现
分红，累计分红1.64亿元。”李国英介绍，安徽大
力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

“三变”改革，让农村沉睡的资源活起来，通过股
权量化到户，让农民长期分享集体资产收益。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面，安徽统筹推进医
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县域医共体在所有
县和农业区实现全覆盖。安徽开展综合医改 10年
来，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占比由 45.5%下降为

34.3%，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由 38.6%下
降为29.4%。

抓民生 共享发展红利

安徽属于扶贫开发任务较重的省份，1986 年
成立专门扶贫工作机构，拉开了有组织、有计
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序幕。

“大别山革命老区集山区、库区、行蓄洪区于
一身，贫困人口一度占到全省的40%。我们坚持把
大别山革命老区作为首位重点。”李锦斌介绍，

“2014 年以来，共有 441.6 万贫困人口脱贫、2936
个贫困村出列、22 个贫困县摘帽，贫困发生率从
9.1%降至0.93%。”

李锦斌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7年，是安徽
经济发展最有活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生
态环境改善最为明显、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最高的时期之一。

群众的安居乐业，离不开山清水秀的生态环
境。从河湖长制的深入推进，到林长制的率先探
索，从总结推广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到启动建
设环巢湖十大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安
徽的生态制度体系正不断健全。

安徽：创新子落满盘活

本报北京8月14日电 （记者程龙） 8 月 14
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以下简称“中
国记协”） 就 8 月 13 日晚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
的部分暴徒围殴 《环球时报》 记者付国豪一事
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围殴与非法禁锢记者的严
重暴力行径。

声明指出，中国记协对无理阻挠记者正常
采访，针对记者实施围殴、非法禁锢等严重暴
力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对在围殴
事件中受伤的记者表示深切慰问！对这名身陷
危境仍勇敢喊出“我支持香港警察”的记者表
达崇高敬意！

新闻工作者依法享有的人身权和采访权决
不容侵犯。涉事暴徒对新闻工作者的野蛮殴
打、非法禁锢，是严重的人身伤害和恶劣的暴
力犯罪行为，是对新闻工作者正当权益的漠视
和侵害，是对全球新闻界的挑战和侮辱，是对
新闻自由的严重践踏。中国记协坚决维护新闻
工作者正当的采访权益，强力支持新闻工作者
开展正常的新闻报道活动。中国记协强烈呼吁
有关方面对侵害新闻工作者人身安全和新闻报
道权益的违法行为给予依法严惩，尽快将违法
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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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记者查文晔） 国
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徐露颖14日就13日晚在香港
国际机场发生的部分暴徒围殴内地记者和游客
等严重暴力行径发表谈话，表示极大愤慨和强
烈谴责，并支持香港警方依法拘捕涉事暴徒。

徐露颖说，13日晚、14日凌晨，在香港国
际机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在机场非
法集会的部分激进暴力分子对两名内地居民实
施了严重的人身伤害行为。13日20时许，他们
先是非法禁锢了持因私往来港澳通行证到香港
机场送人的深圳居民徐某，用索带将他绑上，
用镭射枪照射眼睛并虐打，致其昏迷，在救护
人员到场后，又百般阻挠救助。最后在警方的
协助下，用时近 4 个小时才将徐某解救。其
间，他们还围殴了一名警员，抢夺其警棍。14
日凌晨时分，激进暴力分子又以怀疑 《环球时
报》 记者付某假扮记者为名，将其双手捆绑并
围殴，致使付多处受伤。据了解，徐、付二人
目前仍在医院留医。我们对这种近乎恐怖主义

的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并向受伤的内地同
胞和香港警员表示深切慰问。

徐露颖表示，连日来，香港激进暴力分子
完全突破了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人性的
底线，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实施严重暴力
犯罪行为，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他们的
行为是对法治的极端蔑视，严重地损害了香港
的国际形象，严重伤害了广大内地同胞的情
感。对于这种极其恶劣的暴力犯罪行径，必须
依法严惩。我们坚决支持香港警队和司法机构
果断执法、严正司法，尽快将违法犯罪分子绳
之以法。

本报香港8月14日电（记者陈然） 中央人
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 8月 14日
发表声明指出，对暴徒 8月 13日在香港国际机
场针对两名内地居民实施围殴、非法禁锢等严
重暴力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责。

声明说，在13日香港国际机场的非法集会
中，示威者撕下所谓“和理非”的假面具，瘫

痪机场运作，阻碍、辱骂、攻击不同国籍、不
同性别的旅客乃至患病人士和无辜小童，严重
侵害他们的正当人身权利，严重影响香港国际
声誉。更令人愤慨的是，13日晚，极端暴力分
子采取围堵、搜身、非法禁锢、野蛮殴打等手
法对待现场正常采访的 《环球时报》 记者和持
因私合法证件途经香港机场送人的深圳居民，
并袭击到场协助护送的警员。暴徒对新闻记者
的非法禁锢、野蛮殴打，更是对全球新闻界的挑
战和侮辱，是对新闻自由的严重践踏。这些目无
法纪、侵犯人权、泯灭人性的暴行，完全超出文明
社会的底线，已经与恐怖分子的暴行无异。

声明说，我们向在13日晚围殴事件中受伤
的内地记者和旅客表示深切慰问，对身陷危境
之中仍勇敢喊出“我支持香港警察”的 《环球
时报》 记者表达崇高敬意。香港中联办将一如
既往协助有关方面切实保障内地居民在港的人
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并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依法
尽快拘捕暴徒，将他们绳之以法。

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

强烈谴责香港机场严重暴力行径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纪念
王光英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 14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了王光
英同志亲属。

王光英同志是中国现代民族工
商业者的优秀代表，曾担任第八、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
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

战部部长尤权在座谈会上缅怀了王
光英同志的光辉一生，强调要学习
他一心一意听党话跟党走的挚友诤
友品格、胸怀强国富民远大抱负的
爱国者风范、自觉助力改革开放事
业的改革者风貌、聚精会神谋发展
的企业家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主持座谈会。全
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出席座谈会。

纪念王光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
栗战书出席

台风“利奇马”远去，遭受了山洪侵袭的浙江省临安市龙岗镇，也逐
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图为 8月 13日，武警浙江总队官兵协助村民清理街
上的淤泥和石块，重建美好家园。 陈杰、冯晨磊摄影报道 （人民视觉）

台风远去 重建家园

本报香港8月14日电 （记者连锦添） 香港
特区政府发言人和香港警方 14 日凌晨对暴徒在
机场殴打旅客和记者予以严厉谴责，称这些暴力
行为远超文明社会底线，令人发指。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13 日下午起，大批
示威者在机场集结，瘫痪机场运作，严重影响出
入境旅客，已远超和平示威行为。到晚上，有暴
徒变本加厉，分别包围、殴打一名旅客及一名记
者，并阻止救护人员将该名旅客送院。警方到场
处理事件时，多名暴徒又袭击警务人员，严重威
胁警务人员人身安全。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这些暴力行为远超
文明社会底线，令人发指，特区政府予以最严
厉的谴责。警方一定会严正追究，将涉案者绳
之以法。

香港警方表示，示威者罔顾法纪的暴力行为
令人发指，警方予以极严厉谴责，并强调会积极
对案件做出深入调查，不会放过任何线索，务必
将施袭者绳之以法。

香港警方介绍，在事件中，共拘捕 5 名男
子，涉嫌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袭警及破
坏社会安宁等。被包围殴打的2名受害人已经被
送往医院治疗。

香
港
特
区
政
府
发
言
人

暴
徒
殴
打
旅
客
及
记
者
的
暴
力
行
为
令
人
发
指



本报台北8月14日电（记者吴
亚明、王尧）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台湾分公司14日在台北举办

“人文航空·走进内蒙古”主题活
动，著名蒙古族诗人、画家席慕蓉
与 200 多位听众一起分享了听闻、
学习、了解“父亲的草原母亲的
河”的经历，以及在这过程中游牧
文化带给她的感悟。

在国航台湾分公司成立10周年
之际，规划了系列庆祝活动。“人文

航空·走进内蒙古”主题活动是其中
之一。旨在从旅游、文化、环保等
角度向岛内民众推介内蒙古。

今天的主题活动中，国航台湾
分公司销售经理谷峥还介绍了国航
在内蒙古的相关航线和飞行服务。
她表示，国航来到台湾后，发现台
湾民众同样热爱自然、向往草原。
而国航则是飞翔在内蒙古草原上的
第一家航空公司，在广阔的内蒙古
布局了最完整的航线网络。

“人文航空·走进内蒙古”活动举行

13日晚、14日凌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骇
人听闻的暴力事件：非法集会的部分激进暴力
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非法禁锢、围殴、施虐
执行采访任务的 《环球时报》 旗下环球网记者
付国豪和另一内地旅客。我们对如此暴行表示
最强烈的谴责！我们坚决支持香港警方和司法
机构果断执法、严正司法，将违法犯罪分子绳
之以法！

这些天以来，一次次暴力事件，让世人看
清了香港所谓“和平示威”的真面目。暴力冲
击、打砸香港立法会和围堵中联办大楼，用毒
性化学粉末、汽油弹等危险工具攻击警察，肆
意打砸私人财物、破坏公共设施，蓄意瘫痪地
铁、机场等公共交通，在机场辱骂攻击旅客，
甚至连病人、孕妇和儿童都不放过……示威者
的极端暴力行为，手段不断翻新、烈度不断升
级、破坏性不断加剧，但这般践踏法治的暴
行，却被粉饰为“和平示威”；相反，香港警方
依法执法、维持秩序的正当行为，却被污蔑为

“武力镇压”。如此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怎能
不天怒人怨⁉

香港反对派历来把“新闻自由”“言论自
由”挂在嘴边，但环球网记者的遭遇揭穿了他
们的真面目：这种自由只给“同声同气”的媒
体，发出不同声音的媒体是无福消受这种自由
的，甚至一言不合就暴力相加。反修例风波以
来，无理阻挠正常采访、网络“起底”记者资
料、殴打立场不同的记者、甚至恐吓“祸必及
妻儿”……激进反对派一边大肆打压不同意见
媒体，制造媒体界“黑色恐怖”，一边竭力鼓吹

“违法达义”“暴力才能解决问题”，煽动蛊惑香
港年轻人走上违法犯罪之路，企图用舆论裹挟
香港市民卷入政治纷争，激化社会矛盾。一言
以蔽之，他们就是要以“新闻自由”之名，行

“反中乱港”之实。
就在机场暴行后不久，一些西方政客和媒

体又出来“站台”了。他们对令人发指的暴行
视而不见，对遭受人身侵害的无辜伤者置若罔
闻，却大声赞美“勇敢的抗议者”，让人看清楚
什么叫“选择性失明”。反修例风波以来，西方
一些政要和媒体公然为暴行张目、为犯罪喝
彩，声称激进示威者的行为“激励了全世界”，

表现出了“不应该被忽略的勇气”。他们这般表
演，世人已经见多了、看惯了。美、英都曾发
生过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美国历史上多次动
用军队、坦克镇压民众示威暴乱；2011年英国
伦敦骚乱时，英国政府立场强硬，首相府发言
人声称对骚乱事件“完全不能容忍”，暴力“没
有任何正当理由”“虚幻的人权不能成为确认罪
犯并对他们进行审判的拦路石”。听听这两种腔
调！同样是面对暴力，他们让世人看到了，什
么叫双重标准，什么叫伪善冷血。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事态发
展到现在，人们应该看清楚香港激进示威者特
别是其背后黑手的真实目的了：所谓“反修
例”只是一个名头、一种借口，他们真正要干
的就是反中乱港、搞“颜色革命”。不过，他们
的表演成了最好、最具说服力的反面教材，包
括香港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对境外反华势力
兜售的那一套有了更强的鉴别力和免疫力。我
们要正告那些躲在背后的黑手们：14亿中国人
众志成城，挡得住任何祸国殃民的祸水。你们
别做梦了！

透过暴行我们看到了什么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