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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 8月 20 日电 8 月 19 日至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黑龙江省委书记张庆伟、省长王文涛陪同下，在
牡丹江、哈尔滨考察。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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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力度推动改革开放创新，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黑龙江是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李克强走进
牡丹江市南拉古村稻田里，俯身察看庄稼长势，
详细了解粮食价格、种粮收入、用工成本变化
等。乡亲们告诉总理，这里大米行销全国，今年
预计再获丰收。李克强说，过去是南粮北运，现
在有北粮南运。种大米有大学问，你们不仅要把
品牌叫响，更要把质量提高。粮食稳天下安。东
北条件好，要破除制约，提高适度规模经营水
平，推广使用大型农业机具，加快农业现代化。

李克强十分关心菜价变动情况。他来到哈尔
滨道里菜市场，走到猪肉、蔬菜、鸡蛋、豆制
品、水果等摊位前，询问价格变动和销售情况。

他还向群众了解菜价变化对生活的影响。李克强
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食品价格上涨对群众特
别是低收入家庭会有较大影响，“菜篮子”牵动群
众“钱袋子”，要多策并举，保障市场供应、价格
平稳、质量安全，增强群众获得感。

李克强听取了黑龙江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进
展情况汇报，对他们今后三年将培训100万人次并
实行职业培训补贴实名制表示赞许。李克强与牡
丹江技师学院师生交流，得知不少企业员工利用
业余时间来学习技能，他勉励学员们培养专业精
神、工匠精神。李克强说，我国技能型人才缺口
高达 2000 万，开展技能培训企业有需求、个人有
意愿，个人有技能才能有岗位、增收入，还能增
强企业竞争力，为我国产业迈向中高端提供支
撑。要发挥好全国 2000 多家技工院校的作用，通
过扩招培养更多社会需要的技能人才。

哈尔滨新经济产业园里聚集了众多科技型中
小企业。李克强饶有兴致听取创客们介绍在机器
人、工业互联网、平台经济、跨境电商等方面的

“双创”成果。他高兴地说，这里是一个平台，也
是大舞台。实现东北全面振兴，关键还是靠改革
开放创新，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聚人气，既留住
本地人才，也吸引全国人才“再闯关东”来创业
创新，不仅要提高大企业竞争力，还要促进民营
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对常用药保供稳价，李克强一直牵挂于心。
他来到大型医药企业哈药集团考察，叮嘱企业
说，健康是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基础。医疗健康产
业前景广阔，药品是刚需，企业要增强责任感，
既要确保常用药的生产供应和价格平稳，确保药
品质量，又要把新药发展起来，让老百姓买得
到、用得起、安全可靠、疗效好，满足群众健康
的需要。

李克强充分肯定黑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成绩，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扎实苦
干，在东北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肖捷陪同考察。

李克强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更大力度改革开放创新破难前行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记者

史竞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宣部部长黄坤明20日在京会见获得
第十三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 15
位外国专家并颁奖。

黄坤明指出，各位获奖专家
长期关注中国发展，深入研究中
华文化，翻译、出版、创作了大
量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向国际
社会介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讲述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的精彩故事，为增进
国 际 社 会 对 中 国 的 认 识 和 理 解 、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杰出贡
献。希望外国专家继续当好中外
文化交流的使者，更好搭建中国
与 世 界 的 桥 梁 ， 把 真 实 、 立 体 、
全面的中国展现给世界。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我国面
向海外设立的出版最高奖项，2005
年以来共表彰了 53 个国家的 138 位
获奖人。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记者
郑明达） 针对美国宣布试射一枚常
规陆基巡航导弹，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20日表示，美方此举势将引发新
一轮军备竞赛，奉劝美方摒弃冷战
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对发
展军备保持克制。

美国国防部 19 日发表声明说，
美国18日在加利福尼亚州试射一枚
常规陆基巡航导弹。这是美国退出

《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
导弹条约》（简称 《中导条约》）
后，首次公开宣布试射该条约所限
制的导弹。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回答
提问时说，自8月2日美宣布正式退

出 《中导条约》 以来不到三周时
间，美国防部就开展此前受条约禁
止的陆基中短程导弹试验。这充分
说明，美国退约的真实目的是寻求

“自我松绑”，放手发展先进导弹，
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

“美方此举势将引发新一轮军备
竞赛，导致军事对抗升级，进而对
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严重消极
影响。”他说。

耿爽说，我们奉劝美方摒弃冷
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对
发展军备保持克制，切实维护现有
军控体系，多做有利于维护全球战
略平衡与稳定、有利于国际和地区
和平与安宁的事。

外交部回应美国试射常规陆基巡航导弹

奉劝美方对发展军备保持克制

香港局势牵动广大内地青年的心。
“这还是我认识的香港吗？”“乱港分子太可

恶、太可恨！”“收起你们伸向香港的黑手！”……
连日来，内地青年通过多种方式，纷纷表达

对祸港乱港分子及其幕后黑手卑劣行径的强烈愤
慨和严厉谴责。

暴力行径毫无底线

香港近期发生的事态，究竟是像一些西方媒
体所言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还是赤裸裸的
极端暴力犯罪？

在北京一家金融公司上班的刘文杰一直关注
事态发展。他说，从冲击特区立法会、香港中联
办，到撕毁基本法、污损国徽、侮辱国旗；从破
坏公物、瘫痪交通，到使用汽油弹、弓箭甚至仿
制气枪攻击警察；从骚扰、威胁、围攻持不同意
见的普通市民，到在众目睽睽之下围殴、非法禁
锢内地记者和游客……极端分子的暴力行径，只
能用疯狂来形容。

“香港现在的乱局完全是一群别有用心的跳梁
小丑、宵小之徒造成的。他们根本就是为了制造
混乱，而非表达诉求。”他说。

不少内地青年表示，极端分子的暴行，严重
损害香港法治之城形象，践踏文明社会底线，令
人痛惜和震惊。

8 月 13 日晚、14 日凌晨，在几近瘫痪的香港
国际机场，暴徒对两名内地居民实施严重人身伤
害，甚至在救护人员到场后仍百般阻挠、不予放
行。这一突破人性底线的恶行，伤害了广大香港
和内地同胞的感情，激起内地青年强烈愤慨。

“这群人手拿美国国旗，对外国人言听计
从，对同胞挥拳相向，这就是他们争取的‘民
主’？！”网友“不是我的董卓瑶”说，暴徒“毫
无理智、毫无人性”，“以正义之名，行罪恶之
事，令人作呕！”

祸港乱港其心可诛

几天前，“港独”青年头目罗冠聪前往耶鲁大
学进修的消息在网上“刷屏”。抵美之际，罗冠聪
不忘发帖，鼓动香港青年继续上街。就在前不
久，媒体曝出他和另一名头目黄之锋接触美国驻
港总领馆官员的画面。

无独有偶。在极端分子肆意闹事、青年和市
民被煽动上街之际，一名反对派议员以儿子结婚
为由，宣布“开溜”。

“罗冠聪，叫人冲，自己松”“傻仔去罢课，
我先去上课”“为何不见乱港‘大佬’子女上
街？”……内地青年纷纷发声，揭发祸港乱港分子
煽动他人的险恶用心，期盼被欺骗的香港青年迷
途知返。

“醒醒吧，不要被利用了，也不要为了一点点
利益蒙蔽了自己的心，蒙蔽了自己的双眼，自毁
前程。”青年网友“Rani---”写道。

媒体对“祸港四人帮”及其幕后黑手的揭
批，引发广大青年共鸣。大家表示，黎智英、李
柱铭、陈方安生、何俊仁等“祸港四人帮”，为了
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惜“卖港求荣”“认贼作
父”，妄图煽动“颜色革命”，挑战“一国两制”
底线，注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对于美英等国一些政客把香港发生的事美化
为“勇敢的和平行动”“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
一家中央企业工作的杨思鸣说，这些政客为了实
现自身利益诉求，竟“选择性失明”，令人不齿。

“西方势力所谓民主、自由和人权，不过是他
们借以干涉别国内政、从中坐收渔利的幌子。”曾
在香港求学、现供职于内地一家金融机构的马昆
说，看看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在世界其他地方
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他们并不真正关心香港
人的未来，最终伤害的是香港市民。

“香港的繁荣发展、香港青年的美好明天，靠

奋斗得来，而不会靠暴力得来，更不会靠勾结外
部势力乱港得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
生杨明聪说，相信在中央支持和香港各界共同努
力下，一定能够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爱国热情化为行动

“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 （中国）！”
“不但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也要让全世

界人民知道这群跳梁小丑的丑陋行径！……香
港，是中国的香港！”……

连日来，“饭圈女孩”“帝吧网友”等青年网
络群体，主动奋战在与乱港分子进行“网络斗
争”的第一线。他们洋溢着青春朝气的爱国行
动，和爱国护港的海外留学生一起，形成了一道
真正美丽的风景线。

“没想到‘饭圈女孩’和‘帝吧网友’会以这
种方式出现在新闻联播！”主流媒体和爱国青年的
密切互动，让广大青年备受振奋。大家表示，要
把爱国热情转化为爱岗敬业的实际行动，把国家
建设得更加强大、更加美好。

“动乱暴乱是祸，和平稳定是福，这是我在边
疆生活多年最深的体会。”在新疆从事电力抢修工
作的沈小勇说，外部势力破坏香港繁荣稳定，损
害香港市民安宁福祉，冲击“一国两制”原则底
线，挑战国家主权安全，这种行为坚决不能容忍。

在深圳工作的内地青年林小年近年因工作频
繁往返深港两地。香港繁荣的商业氛围、国际化
的营商环境、便利的生活方式，给他留下美好印
象。他最近一次去香港是今年6月，此后香港发生
的种种令他十分痛心。

“一天傍晚，我跑到深圳湾看日落，看到海的
远处就是香港。希望局势早日安定下来，这颗

‘东方之珠’能够一直闪耀。”
（据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记者杨依军、郑

明达、潘洁、马卓言、温馨）

“东方之珠”荣光不容玷污
——广大内地青年强烈谴责乱港分子及幕后黑手

新华社北京8月 20日电 （记者郑明
达）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0 日表示，某些外
部势力在俄罗斯从事的勾当和他们近期在
中国香港局势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是
典型的干涉内政行径，是霸权主义的表现。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莫斯科近期发生一系列示威游行。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官网发表声明称，

“俄罗斯当局继续限制公民通过自由公正
的选举进行和平集会和行使基本权利”，
并贴上莫斯科游行路线图，标注示威聚集
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
有证据表明，美驻俄大使馆介入了未经许
可的集会活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对俄方立场深表认同。
近期莫斯科发生多起非法游行，俄罗斯政
府采取措施维护社会稳定，这有着充分的
法律依据。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一些西方
国家却在此时跳出来指手画脚，搞“小动
作”。“正如俄方所说，这是典型的干涉内政

行径，是霸权主义的表现。”
“某些外部势力在俄罗斯从事的勾当

和他们近期在中国香港局势中的所作所为
如出一辙。”耿爽说。

他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近日曾就
涉港问题表示，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不
仅仅是理论意义上的干涉，他们为了遏制
中国而不择手段。这一表态犀利地指出某
些国家在香港暴力活动中扮演的不光彩角
色，揭露了外部势力策动暴力事件破坏香
港稳定的真实图谋，中方对此完全赞同并
给予高度评价。

耿爽表示，中俄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
全、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反对外部干预
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诉求。中方愿同俄
方一道，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坚定不移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交流互
鉴，加强相互支持，紧密沟通协作，维护
共同利益。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记者郑明达） 针对加拿大外长弗
里兰就当前香港局势发表声明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0日表
示，中方严正要求加方深刻反省错误，摆正位置、悬崖勒马，
在涉港问题上谨言慎行，否则必将给中加关系带来进一步严重
损害。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日，加拿大外长弗里兰
就当前香港局势发表声明。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弗里兰第三次
发表涉港声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加拿大方面罔顾中方严正立场，罔顾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屡次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愿再次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国家、
组织和个人干预。”耿爽说，加方没有任何权利和资格妄议香港
事务。任何妄想在香港制造混乱、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都
不得人心，也注定不会得逞。

耿爽表示，当前中加关系已因加方无理拘押孟晚舟遭遇严重
困难。中方严正要求加方深刻反省错误，摆正位置、悬崖勒马，在
涉港问题上谨言慎行，否则必将给中加关系带来进一步严重损害。

外交部：

严正要求加方深刻反省错误
在 涉 港 问 题 上 谨 言 慎 行

外交部：

外部势力在俄勾当与在香港所为如出一辙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针对香港地区
近期发生的暴力示威和冲突事件，外国各界
人士连日来纷纷表态，谴责少数暴力分子乱
港祸港的行为以及英美等外国势力对香港局
势的干涉，支持“一国两制”，支持香港特区
政府和警方依法止暴制乱，维护香港的繁荣
稳定。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安德烈·
奥斯特洛夫斯基指出，香港示威者的过激行
为导致当地正常生活瘫痪、商业遭受重大损
失，这早已超出“和平示威”的范畴。持续
数月的混乱已导致香港经济和当地从业者权
益严重受损，有迹象表明，香港某些示威者

受境外势力遥控指挥，特区政府须采取果断
措施制止他们的破坏活动，恢复法制和秩序。

美国 《全球策略信息》 杂志社华盛顿分
社社长威廉·琼斯认为，英国和美国这次无疑
操纵了香港局势，英美两国部分政府人士的
行为煽动了示威者。香港年轻人没有经历过
港英时代，或许对那个时代存在许多幻想。
为了达成自身目的，香港暴乱背后的那些

“木偶操纵师”将不惜献祭羔羊，而香港年轻
人就是这些羔羊。

澳大利亚主流媒体 《澳大利亚人报》 日
前播发了该报记者格伦达·科波拉尔的评论文
章。文章指出，香港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已经损害了其作为全球商业中心的声誉，香
港的暴力示威行为已超越任何西方国家的容
忍限度。

印度资深媒体人、社会观察家巴斯卡尔
表示，当抗议者堵塞香港机场的时候，便伤
害到了旅游和交通，进而影响到了其他商业
活动。这样的行动是愚蠢的，将给香港带来
诸多负面影响。游行示威持续得越久，对香
港经济的伤害越深。面对示威游行，香港警
察一直保持最大程度克制。任何人试图以暴
力挑战国家主权，都不会被容忍。

斯里兰卡-中国佛教友好协会副主席阿
吉特·达马瓦德纳指出，非常可悲的是，那些
蒙面的示威者举着英美国旗，封堵香港机
场，投掷石块，严重妨碍了香港居民的正常
生活。而幕后指挥这些示威者的人别有用
心，他们受到了美国和英国以及许多欧洲非
政府组织的资助和培训。希望中国政府和香
港特区政府采取行动，不让这些不法之徒继
续滋事。

孟加拉国前工业部长迪利普·巴鲁阿表
示，香港的示威活动是披着民主运动外衣的
暴力行为，以所谓民主运动的名义制造混
乱，企图破坏香港的长治久安。

多国人士谴责暴力分子乱港祸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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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期连续发生违法暴力事件，而外部
势力就此指手画脚，妄加评论，引起了海外华
侨华人的强烈愤慨和谴责。

比利时温州同乡会会长周王平说，我们强
烈谴责香港激进暴力分子的乱港行为，呼吁社
会各界回归和平理性，尽快让香港社会恢复秩
序，“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止暴制乱是民心所
向。我们强烈谴责任何国家、任何势力以任何
借口插手香港事务。”

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徐松华表
示，我们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有
效遏制和惩戒一切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犯罪，
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和市民的合法权益。

伦敦华埠商会主席邓柱廷说：“近期英国一
些媒体对香港的报道有失公允。我们希望让英
国人民看到香港的真相，我们也希望表达出反
对暴力、支持香港的心愿。”

旅英文化学会主席黎丽表示，最近英国政
府人士就香港发表了一些言论和观点，这些言
论和观点并不公正，既无法理依据，也会对英
中友谊造成不应有的伤害。香港近期出现的违
法暴力事件，使香港繁荣稳定受到极大威胁和
破坏。

俄罗斯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吴昊表示，
法治、文明和繁荣是全体香港民众应该共同守护
的底线。一个地区如果没有法治，一个社会如果
动荡不安，最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我们对暴
力事件表示强烈谴责，绝不允许外部势力插手香
港事务，这是在俄侨胞的共同心声。

意大利中国总商会会长陈正溪表示，我们
强烈谴责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部分国外媒
体在报道时断章取义，甚至故意曲解，这种不
实报道是站不住脚的，是不得人心的。作为海
外华人，我们有责任不遗余力地向当地民众宣
传事实真相。

苏丹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一份倡议书中
说，外部势力对香港问题指手画脚，完全是螳
臂当车，自不量力。

美国南加州华侨华人 19 日举行新闻发布
会，齐声谴责香港激进暴力分子。当地知名侨领对近期在香港发生的违法
暴力事件纷纷发表看法，表达“爱香港、爱中国”的鲜明立场。美国南加
州华人社团联合会荣誉主席张素久说，发生在香港的违法暴力事件不仅严
重破坏了香港的稳定和形象，而且危害到了香港市民的正常生活秩序。任
何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的图谋和行径必
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迎头痛击。

同日，大洛杉矶地区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欧阳韬、执行会长胡焯球等
100多人高举五星红旗走上街头，坚决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和香港警察严
正执法。他们拿着“香港永远是中国的”大横幅，呼吁香港社会尽快恢复
秩序。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邵闻说，香港的繁荣稳定来之不易，诉
诸暴力等手段妄图绑架香港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绝对不会得逞，也
必将遭到全球华人的坚决抵制。所有关心香港前途的人此刻都应坚定站出
来，向一切犯罪行为说不，向一切暴力分子说不，牢牢捍卫“一国两制”，
牢牢捍卫香港的法治尊严，守护全体中国人心中的“东方之珠”。

（本报马德里、布鲁塞尔、伦敦、莫斯科、罗马、喀土穆、洛杉矶8月
20日电 记者姜波、任彦、许立群、强薇、吴焰、孔歌、苏航、王如君）

黄坤明会见第十三届中华图书特殊
贡献奖获奖外国专家并颁奖时强调

把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展现给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