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尔·白克力一审被判无期
据新华社沈阳12月2日电 12月2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 国家
能源局原局长努尔·白克力受贿案， 对被告人努尔·白克力
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对努尔·白克力受贿犯罪所得赃款及其孳息予以
追缴，上缴国库。努尔·白克力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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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最美基层民警”，聆听动人旋律
国家会展中心治安派出所所长朱洪葵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

“人民警察”，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蕴
藏着千钧的力量。 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职
业，更是一份庄严承诺———“对党忠诚、服务
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近日，中宣部、公安部部署开展“最美基
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评选出 30 个“最美
基层民警” 及 5个特别致敬奖和 35个提名
奖。

每一个“最美基层民警”背后，都有一段

可歌可泣的故事。让我们走近他们，聆听这
些“最美”音符奏出的动人旋律。

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国家会展中心
治安派出所，是上海最年轻也是最“袖珍”的
派出所，12名警力管理着一座大型展会时日
均人流量超过 20 万的会展综合体的治安。

所长朱洪葵身先士卒， 带头靠着警车吃饭、

裹着警服入眠，圆满完成进博会等重大活动
期间安保工作……

“最美基层民警”，是全国无数公安民警
的代表。 他们也许曾与你在繁忙的路口偶
遇， 也许曾在人来人往的办事大厅为你答
疑。 他们就是你我身边的
“守护神”，向全社会传播着
“最美”的正能量。让我们铭
记他们的名字，向这些平凡
而又伟大的人致敬。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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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一些政客来说，

干涉他国内政、践踏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简直
成了家常便饭。最近，美方
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签署成法，再次让世人
看清他们的霸权主义丑陋
嘴脸，看清他们无视香港民
众安全福祉，拿香港当反华
工具的险恶图谋。

自香港修例风波以来，

美国一些政客不断对香港事
务说三道四， 假 “人权”“民
主”之名，颠倒黑白、混淆是
非。从多次发表粉饰、鼓动暴
力犯罪的荒谬言论， 到参众
两院通过所谓 “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再到悍然将该法
案签署成法， 美方干涉中国
内政的恶劣行径， 破坏香港
繁荣稳定，破坏“一国两制”

成功实践， 破坏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
不仅是和 700多万香港市民
作对， 和 14 亿中国人民作
对，也是和世界公义、国际基
本准则作对， 必将遭到国际
社会一致唾弃。

大量事实表明，美国反
华势力与香港极端激进势
力等密切勾连，是香港持续
暴乱的主要推手。美国一些
政客披着 “人权与民主”的
外衣，居心叵测地破坏香港
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
地位，色厉内荏地恐吓止暴
制乱的正义人士，明目张胆
地给香港暴力犯罪分子“铺
后路”。 他们无视香港回归
以来的繁荣稳定，处心积虑
地妄图在香港导演一场港
版“颜色革命”。他们口口声
声保护“人权”“民主”，实际
上是为暴力犯罪分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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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美国粗暴干涉他国内政，滥用国内法
实施长臂管辖，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这套“趁火打
劫”的把戏在别的地方曾经得手，但中国人民是从来
不信邪的，这种卑鄙伎俩企图在香港得逞，注定是痴
心妄想。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
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美
方倒行逆施必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民的迎头痛击！

任何外来威胁施压，都吓不倒、更压不垮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 14亿中国人民。 上世纪 80年代初，中
国就在香港问题上坚持“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今
天，又怎能容忍一些国家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任何
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任何对中国发展的无端打
压，只会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进一步
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只会让中国人民更
加众志成城。我们正告美方，任何企图借搞乱香港阻
遏中国发展的阴谋不会得逞，任何企图阻挠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举动注定是螳臂当车。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不是美国的哪一
个州。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
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奉劝美方趁早收回他们
在香港伸出的黑手， 停止在香港问题上火中取栗，不
做破坏中美关系大局的事，多做有利于两国长远发展
和根本利益的事。事实再清楚不过，谁与潮流为敌、同
人心作对，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载今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12月 2日电）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齐声）

2014年 3月 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明
确提出“三严三实”的要求，强调各级领导干
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 既严以修身、

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
实、做人要实。

从 2015 年 4 月底开始，“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在全党展开，中央政治局带头，坚持
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各级党委主要抓了集
中学习、专题党课、专题研讨、查摆整改 4方
面的工作。“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对县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党性上进行了
又一次集中“补钙”和“加油”。特别是绷紧了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使深化党风廉
政建设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长征八号预计明年首飞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日电 （记者 胡喆）记者从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征八号运载火箭芯二级氢
氧发动机近日成功完成高空模拟试验，意味着该型火箭距
明年首飞又近了一步。目前，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已进入产
品生产总装测试阶段，预计投入市场初期年发射量可达 10

发以上，后期年产可达 20发以上。

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的改进型后续还计划实现芯一级
与助推器整体垂直回收与重复使用，牵引我国运载火箭技
术新发展，进一步降低发射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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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电 “证照分离”

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培
训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
议 12月 2日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
就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
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
盖试点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推进“证照分
离”改革，是深化“放管
服” 改革、 优化营商环
境、 更大激发市场活力
的重大举措。近年来，我
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在全球排名大幅跃升。

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还存在很多不足， 即使
与参评城市相比， 我国
其他城市的营商环境
也有不小差距。必须持
续推进市场化、 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
设，更大力度推进“放
管服”改革，扎实做好
“证照分离” 改革试点
扩面工作，着力推进照
后减证和简化审批，坚
决克服 “准入不准营”

现象，促进更多新企业
开办和发展壮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
正出席会议并讲话。

韩正表示， 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是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
要基础性工作。要以改
革为抓手，加快转变政

府职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建设法治政府。

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摸清
行政许可事项底数， 摸准市场主体办事的
“堵点”和“痛点”，在持续解决问题中不断把
改革引向深入，让市场主体有更大获得感。

韩正强调， 要高质量开展自贸试验区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提升改革工作
成效。要把握好全覆盖这个基本要求，建立
清单管理制度，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
入清单管理，明确改革目标，增加改革透明
度，倒逼改革深化。要把握好“进四扇门”的
办法，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
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方式，从实际
出发，分类实施、稳步推进改革。要把握好实
行告知承诺这个关键，完善相关法规和行业
标准，厘清政府和企业各自责任，实行依法
告知和依法承诺。要把握好事中事后监管这
个底线要求，完善诚信体系建设，实施好“黑
名单”管理制度，充分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

市场监管总局、司法部和上海市、浙江
省、广东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作了发言。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专项整治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日电 近日，中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
发《关于整治“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等“政
绩工程”、“面子工程”问题的通知》，要求把
整治“景观亮化工程”过度化等“政绩工程”、

“面子工程” 问题纳入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内
容，深化学习教育，抓好自查评估，认真整改
规范，加强督促指导，从严从实抓好整治工
作。

通知指出，近年来，脱离实际、盲目兴建
景观亮化设施，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面子工程”， 在一些地方特别是贫困地区、

欠发达地区城镇建设中都有所发现，不仅造
成国家财力和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助长弄
虚作假、奢侈浪费的不良风气。要充分认识
这些问题的危害性，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施
治，稳妥有序抓好整治工作。

通知强调，要落实整治责任，加强督促

指导。各省（区、市）党委要加强领导，落实责
任，抓好统筹。市县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要
把自己摆进去， 从严从实抓好整治工作。要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已建成的和正在建
设的景观亮化工程，要分类指导，防止在整
改中一拆了事，不要造成新的浪费。中央指
导组、中央巡回督导组和各级巡回督导组要
加强督促指导，对存在问题的督促整改规范
到位，防止出现偏差。

扫码重温
“今日中国”

“今日世界”

新中国峥嵘岁月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中俄给予彼此坚定有力战略支持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步伐，俄罗斯人民同样不会受外部干涉影响

新华社北京 12月 2日电 （记者 白洁）

国家主席习近平 2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
华出席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会议和中俄
战略安全磋商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帕特鲁舍夫。

习近平指出，今年中俄双方成功举办建
交 70周年庆祝活动， 两国关系发展进入新
时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俄要更

加紧密地站在一起，始终做真诚可靠的战略
伙伴，给予彼此坚定有力的战略支持。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
家加大干涉中俄内部事务，威胁两国主权安
全，阻碍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普京总统表示，

这种做法大错特错，损人不利己，中方对此
完全赞同。我坚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俄罗斯人

民同样不会受外部干涉影响，也将继续坚定
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俄要继续利用好战略
安全磋商和执法安全合作这两个平台，加强
战略安全沟通，增进战略互信，维护好各自
核心利益和两国共同安全，维护地区及世界
和平稳定。

帕特鲁舍夫表示，俄中是具有战略意义
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目前两国各领域合作

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中关系牢不可破。

当前美国奉行的一系列政策不仅损害俄中两国
利益，也对整个国际体系和秩序造成消极影响。

俄中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似，

双方应继续密切协调， 维护俄中两国各自主权
与安全，维护国际战略稳定，促进多极化和国际
关系民主化，维护国际法和公正国际秩序。

杨洁篪、郭声琨、王毅等参加会见。

1998年 12月 3日，中国科学家、

新闻记者、登山健将和当地民工共同
创造了人类首次徒步穿越世界第一
大峡谷的历史壮举。1994年， 中国科
学家、新闻记者共同论
证、确认雅鲁藏布大峡
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

总长 496 公里，峡谷核
心河段平均深度 5000

米，最深处达 5382米。

（记者 倪佳 整理）

1998年 12月 3日
人类首次徒步穿越
雅鲁藏布大峡谷

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长久不变意见

单行本出版即日起发行
新华社北京 12月 2日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

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单行本，已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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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澳门万家灯火
内地 20年对澳输电累计突破 500亿千瓦时

站在珠江入海口、与澳门仅一
水之隔的珠海横琴岛，对岸的霓虹
璀璨尽收眼底。内地供澳电能大多
在这里穿过一条 22 公里长的隧
道，点亮万家灯火。

广东对澳门的供电，始于 1984

年。 统计数据显示，1999年回归当
年， 对澳供电量为 1.95亿千瓦时，

而 2018 年对澳供电量已增至 49

亿千瓦时， 较 20 年前增长约 24

倍，截至目前，对澳输送电量累计
突破 500亿千瓦时。

珠海供电局正建设保底电网工
程，持续提升对澳送电保障能力。工
程计划到 2020年完成， 力争在 50

年一遇的台风灾害天气下， 对澳门
供电通道不中断、供电能力不减少。

（据新华社广州 12月 2日电）

互联网公益不能是“法外之地”
水滴筹“扫楼式”筹款暴露新公益弊端，亟须纳入依法规范轨道

■本报记者 任翀

近日，一则“扫楼式”筹款视频令互联网
筹款平台水滴筹陷入信任危机。根据相关视
频，水滴筹在很多城市招募了“筹款顾问”，

他们中很多人以医院为驻地，“扫楼”引导患
者发起筹款，却不审核筹款涉及的疾病及治
疗费用、筹款人经济状况等信息。患者完成
筹款申请后，“筹款顾问”可获得收入。

水滴筹屡次遭受质疑，已将互联网公益
的公信力推到了舆论中心。 视频发布后，各
界对水滴筹的做法表示愤慨， 认为这么做
“让好心人寒心”。

从此次“扫楼”事件暴露的问题看，水滴
筹不是不知道公众对信息披露的要求，内部
也设有信息审核和捐款监督机制。但具体的
管理方式，包括对“筹款顾问”的绩效考核方

式，影响了审核、监督机制发挥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 不论是公益组织内部，

还是发布公益项目的平台，都要承担项目和
筹款信息审核、监督等责任。特别是像水滴
筹这样既是信息发布的平台、又为筹款人提
供服务的互联网机构， 自查责任更加重大，

不应放任含有水分的筹款信息屡次出现在
平台上。早在 2016年 8月，民政部等四部委
就发布了《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规
定了信息发布者和平台各自的责任。所以在
此次信任危机面前，水滴筹无法辩解，只有
吸取教训，将整改落到实处。

同时，互联网公益筹款平台上出现的问
题也反映出第三方监管的不足。根据目前的
法律法规，民政部门负责审核相关平台是否
具备公开募捐资质，包括能否通过互联网发
布公开募捐信息。但平台及相关募资机构或

个人公布不实信息， 是否会受到相应的惩
戒，却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从以往的事例
看，大多以当事人撤销申请、退还善款告终。

可见，不论是信息发布平台还是申请募资的
机构、个人，更多受到道德层面的谴责，而非
法律的制裁。

可从实际操作看，互联网公益募资纠纷
日益增加，互联网筹款平台数量、业务量、涉
及的募资领域也增长迅速，互联网公益筹款
已经不能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既要有职能
部门对发布虚假信息的平台、机构和个人启
动调查和监管工作， 更要从顶层设计出发，

将互联网筹款纳入依法规范的轨道。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建议，可以引入新
技术为互联网公益的透明度把关。如区块链
技术在金融保险领域的应用，为互联网公益
筹款提供了参考。

中国政府决定暂停审批
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日电 （记者 成欣）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决
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请，同时
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
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非政府组
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
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前
香港乱局负有重大责任。 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必
须付出应有代价。

南方电网广东珠海供电局输电管理所工作人员对环琴甲乙线地下管廊进行巡查，确保珠澳电网安全稳定（4月 11日摄）。均新华社发

珠海输入澳门澳北变电站110千伏架空线路（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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