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6版
网上新闻：http://www.danzhou.gov.cn
电子信箱：hainandz@163.com中国/世界新闻 综合主编：温子烨 校对：施文

2019年8月14日 星期三

方案要求，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供
电、供水、供气、供暖等公用事业单位及医
院、银行等服务机构，要从方便市场主体
和人民群众出发，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大幅压减自来水、电力、燃气、供暖办理时
间，提高相关政策透明度，大力推行APP
办事、移动支付等。

在时间表上，方案明确，2019年底前
研究制定规范水电气暖等行业收费、管理、
服务等方面的综合性意见。

水电气暖等行业收费与每个人有关，
以后收费不仅会更透明，办理时间也将大
幅缩短。

(据新华网)

2019 年底前
制定规范水电气暖等收费的意见

长期以来，职工在跨地区跳槽就业后，
社保转移接续的手续往往比较繁琐，费时费
力，是一大难点痛点。

方案提出，加快建成全国统一的社会
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个人权益记录查
询、自主认证、养老保险待遇测算、社保
卡应用状态查询等“一站式”功能，全面
取消领取社保待遇资格集中认证，优化社
保卡服务，加快推进电子社保卡。2019年
底前实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业务网上
办理。

网上办理后，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将更
加简便，个人来回奔波跑腿的麻烦有望大
大减少。

2019 年底前
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可网上办理

方案提出，指导督促商业银行优化服务，
2019年底前解决银行卡解绑和异地注销难、“睡
眠卡”收费不透明等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加快推动解决继承财产支取难问题。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一季度末，全
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77.73 亿张，全国人均持
有银行卡5.57 张。一直以来有网友反映，银行
卡异地注销比较难，有的要求必须到开户行才能
进行注销，但为销户跑趟外地不划算，不销户又
担心欠费会影响个人信用。

到2019年底，银行卡解绑和异地注销难、
“睡眠卡”收费不透明等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将大
大方便群众，省去了往返跑腿的辛苦，也免除影
响信用的后顾之忧。

2019 年底前
解决银行卡解绑和异地注销难

“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等“证明难题”
长期困扰着群众，名目繁多的各种证明也让居委会等
组织不堪重负。

方案提出，2020年6月底前全面推广证明事项告
知承诺制。进一步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
具证明工作，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万能居委会”、“社
区万能章”等问题。

记者注意到，据司法部统计，截至2019年4月底，
各地区、各部门共取消证明事项13000多项。今年5月
份，司法部已印发《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工作
方案》，进一步从制度层面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慢、多
头跑、来回跑等问题。

2020年6月底前全面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用
承诺替代证明，“证明难题”有望进一步缓解。

2020 年 6 月底前
全面推广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

本报讯 挪威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87型“梦想客
机”8月11日起飞后不久发动机故障，炽热的金属碎
片从发动机飞出，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降下“铁雨”。

11日下午4时左右，这架飞机以400米左右
的高度飞过事发地区，大约5至10厘米长、尖锐
滚烫的发动机碎片落下，砸坏屋顶和汽车玻璃、点
着草坪、在路面留下小坑。

这架客机载有298名乘客，原本飞往美国洛
杉矶，事发后在亚得里亚海上空放油并在菲乌米
奇诺机场紧急降落。

挪威航空说，客机“起飞后数分钟遭遇技术问
题……之后返回机场并安全降落”。这家航空运
营商说，鉴于调查仍在进行，无法回应媒体提问。

这架客机使用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制造的
“特伦特1000”发动机。这种发动机自问世便问题不
断，它的高压涡轮叶片容易开裂，曾导致客机停飞。

罗尔斯罗伊斯一名发言人说：“叶片老化速度
超出预期，我们已发现过早产生的裂纹，但我们有
解决方案。”她说，运转中的“特伦特1000”发动机
先前从来没有“空降”过金属碎片。（据新华网）

挪威航空公司：

波音787起飞后
发动机喷碎片

▲图为被碎片击中的汽车。

本报讯 美国联邦政府8月12日发布限制
合法移民新规定，提高移民在美长期合法居留经
济门槛。这项规定将于今年10月15日生效。

根据规定，申请移民美国的外国公民如未达
到规定收入标准，或在美国任意三年内领取公共
福利超过一年，将被视为“公共负担”。凡被发现
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外国公民或被禁止进入美
国或调整移民身份。

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决定是否
发放永久居留许可（绿卡）时，将把申请人是否领
取过公共福利作为与其教育、收入和健康状况等
综合考虑的因素。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这项规定将有助于确
保移民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而不是依赖美国
公共福利，从而维护美国公民利益。

规定发布后引发争议。据美国媒体报道，加
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州政府表示将就这一争议规定
状告联邦政府。移民维权团体“全美移民法律中
心”也表示将提起诉讼，阻止这一带有“种族主义动
机”的规定生效。 （据新华网）

美国：

出台限制
合法移民新规

国务院发文明确时间表

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
分工方案》，对于诸多民生难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时间表。

本报讯 针对媒体报道美国会参
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等日前发
表“暴力镇压不可接受”“北京侵蚀港
人自治和自由”等错误言论，外交部驻
香港特区特派员公署发言人13日表
示，美国会有关议员无视事实，颠倒黑
白，毫无根据地诋毁中央和特区政府，
向极端暴力分子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香港一小撮激进示
威者不断升级极端暴力行径，屡屡用
极其危险和残忍的方式袭击警察，粗
暴践踏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
胁市民生命安全，严重挑战香港繁荣
稳定，严重触碰“一国两制”底线。美国
对自己国内发生的袭警行为毫不手
软、严惩不贷，但对香港却故意选择性
失明，把香港警察忍辱负重、文明执法

污蔑为“镇压”和平示威。这只会让世
人更加看清美方一些政客的傲慢与
偏见、伪善与冷血、自私与霸道。

发言人指出，香港回归22年来，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
到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同胞真正实现
了当家做主，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广
泛权利和自由。香港法治指数全球排
名从1996年的60多位大幅跃升到

2018年的第16位，高于美国目前的
全球排名。铁一般的事实不是美政客
想抹黑就能抹黑的。难道香港彻底沦
为“暴力之都”才是他们乐见的结果？
才是他们心中想要的自治和自由？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
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
何国家、组织或个人以任何方式干
预。任何人都不要低估我们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决
心，都不要痴心妄想我们会屈服于外
国干预势力的威胁与压力。我们强烈
敦促美有关政客恪守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尊重绝大多数香港市
民反暴力、护法治、撑警队的正义要
求，摆正位置，认清形势，立即与极端
暴力分子划清界限，立即停止插手香
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据新华网）

外交部驻港公署敦促美国会议员
与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

本报讯 香港警方12日表示，
在过去数天的激进示威活动中拘捕
了149人，他们涉嫌非法集结、袭
警、藏有攻击性武器等。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副处长邓炳
强1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在过去一连
串示威活动当中，激进示威者胡作非
为，不断将暴力程度升级，并将暴力事
件延伸至全港，对广大市民的生活造
成严重困扰，威胁市民人身安全。

从9日到12日，警方拘捕了149
人，其中包括111名男子和38名女子，
年龄在15岁至53岁之间，涉及罪行包
括非法集结、袭警、阻碍警务人员执行
职务、藏有攻击性武器、藏有危险品等。

另外，警方留意到示威者当中
有一批人士作出极端暴力行为，因
此利用情报主导方式，针对这些核
心暴徒作出全面刑事调查。在铜锣
湾，警方拘捕了15名核心暴徒。

邓炳强说，当有人犯法的时候，
警察一定要执法，他呼吁示威者不
要再以暴力方法扰乱香港社会秩
序，并希望社会尽快恢复平静。

（据新华网）

本报讯 香港三个旅游业工会
12日发布的有关旅游业从业者问卷
调查显示，近两个月来，受访者平均
收入跌幅接近八成，逾一成受访者收
入为零。

香港导游总工会、香港领队总
工会和香港旅游服务业员工总会当
日举行联合发布会，公布“当前香港
旅游业雇员状况”调查问卷结果，约
1012名旅游业者完成问卷。

受访者普遍表示，与去年同期
相比，自6月以来，接待的旅游团数
量平均下跌超过70%，收入平均下
跌约75%。其中，四成受访者表示，
收入下跌超过90%；逾一成受访者
表示收入为零；超过九成的受访者
对香港未来一年的旅游业前景感到
担忧。

香港导游总工会理事长黄嘉毅
表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旅游业数据
表现良好，但示威行动导致七八月
份香港旅游旺季变为“寒冬”。往年
同期，导游平均每月接待12至 15
个旅游团，今年受示威活动影响，内
地、东南亚、欧美等地纷纷取消旅游
团。不少导游8月成团数为零。

香港旅游业者

近两月平均收入
跌幅接近八成

香港警方再拘捕
149名激进示威者

受示威集会影响

香香港国际机场
大大量航班被取消

本报讯 8月 13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
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
姆努钦通话。

中方就美方拟于9月1日对中国输美商品加
征关税问题进行了严正交涉。双方约定在未来
两周内再次通话。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
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等参
加通话。 （据新华网）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牵头人通话

本报讯 13日上午，香港国际机场恢
复运作。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13日早晨6
时起实施航班重新编配，陆续恢复航班起
降，但航班起降仍受影响。

香港机管局网站显示，截至13日15
时，香港国际机场已取消约370班当日
抵港及离港航班。机管局建议旅客出发
前往机场前，通过香港机场的网站或“我
的航班”移动客户端了解最新航班情况。

受非法集会影响，香港机管局12
日下午宣布取消香港国际机场当日剩
余航班。

香港国际机场 2018 年客运量为
7470 万人次，每天有约 20 万名旅客
进出。 （据新华网）

香港暴力事件不断升级、违法乱
象持续蔓延背后，是一小撮“反中乱
港”分子不断煽风点火，甚至勾结外部
势力，出卖香港，出卖国家。他们脸皮
不仅够厚还经常玩“变脸”，今天说是
明天变否，只问立场不问是非，更不问
真相，把香港拖入混乱危险深渊。

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日前
透露，第一个敦促特区政府去和内
地谈移交逃犯协议以及刑事司法互
助安排的，是“反中乱港”头面人物
李柱铭。时任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
现今另一个“反修例”人物陈方安生
接纳了有关修例要求，承诺尽快修
改法例，早日与内地达成移交疑犯
的司法互助协议。

三起案件
引发修例风波

1998年，香港出现了两宗轰动
社会的刑事案件，一宗是德福花园的

“五尸命案”，另一宗是“张子强案”。
由于两宗涉及港人的案件均在内地
法院审理，引起港人关注，李柱铭因
此提出议案，促请特区政府以国际社
会公认的原则为基础，尽快就内地和
香港移交疑犯的安排与中央政府进
行商讨及达成协议，“恢复港人对特
区司法管辖权的信心”云云。

去年2月，香港居民陈同佳涉嫌

在台湾杀害怀孕女友后潜逃回港，特
区政府今年因此提出修订《逃犯条例》
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堵
塞现有法律制度的漏洞。这一做法完
全符合李柱铭当初的议案精神。

“反中乱港”
分子玩“变脸”

但对于特区政府提出的修例请
求，这些“反中乱港”分子们“变脸”
比翻书还快。当年恳切要求修例的
他们开始绘声绘色地控诉：修例会
拆去“防火墙”、破坏“两制”，港人随
时随地成为砧板上的肉，甚至连外
商、访港游客等的人身安全都毫无
保障。

“严重损害香港法治”……为了
“反修例”，李柱铭还飞去加拿大和
美国，对修例极尽抹黑之能事。不知
道他去美国“反修例”时，有没有告
诉美国他是香港第一个提出修例的
人？今昔对比，尽显“政棍”之嘴脸。

“反中乱港”分子玩“变脸”，并
非为了社会公义、为了民众福祉，只
是为反对而反对，挑战特区政府的
管治权。他们要“修例”就是“为了香
港整体利益”“维护香港法治”，别人
提“修例”就是“出卖港人”“损害香
港法治”。其实无论此次修例内容如
何，他们都会“跳起来”反对。

从“一地两检”、国歌法到此次修
例，只要有攻击特区政府、扰乱香港的
机会，反对派就一定不会放过。他们曾
妄称，如果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
港人只要在车站附近经过，都可能会
被内地公安绑架，说得很多港人“好
惊”。但“一地两检”实施以来，每天数
以万计的旅客进出，他们宣称的情况
并无发生。而当年叫嚣者，在议题炒作
失败后，也“不顾自身安危”，玩起“变
脸”，跑去坐方便快捷的高铁。

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勇接受记
者专访时说，“反中乱港”分子最擅
长的就是在旁煽风点火，把一些恐
惧放大。就像有人讲屋子里有鬼，黑
乎乎的大家心里多少会有点害怕。
但只要把灯打开，大家就会知道屋
里到底有没有鬼。现在有些人不停
在门口讲，并且声音越来越多、越来
越大，人们也就越来越害怕。本来如
果条例通过了，把灯打开了，人们就
会明白不用害怕。

这些“反中乱港”分子，对于示
威游行中出现的冲突也是两副“嘴
脸”：严厉斥责、恨不得用放大镜去
审视香港警察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
行为，并污蔑为“暴力执法”；对于真
正的施暴者，却公然包庇、极力美
化，甚至宣扬这是“无奈之举”。他们
受到攻击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

寻求警察保护，他们却还攻击、破坏
人家，甚至袭击警察，这种强盗逻辑
说明在他们眼中，只有立场和利益，
没有是非和公义。

“挟洋自重”“卖港求荣”
无耻至极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只要跟
英国政府立场不一致的人，都要受
到惩罚或打压。香港回归祖国22
年来，香港居民从殖民时期的“二
等公民”到真正实现当家做主，依
法享有殖民时期根本没有的民主权
利与自由。“反中乱港”分子不去
做有利于香港长远发展的事，反而
极力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甚至“挟
洋自重”“卖港求荣”，真是无耻至
极。

“是谁在玩‘变脸’？是谁欺骗
市民？”叶刘淑仪质问说，这些人
士应该向香港市民讲清楚，是谁不
断向市民讲假话，误导他们。她
说，现在有些人以“反修例”做借
口，找理由不断冲击政府机构，扰
乱社会秩序，甚至令香港在国际失
色，让很多想来做生意或旅游的人
感到香港是一个不安全的城市，用
心非常恶毒。

“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
就变”。孩子年纪小，情绪不稳定可
以理解。但“反中乱港”头面人物的
脸说变就变，只能说明他们颠倒黑
白的本性。希望善良的香港市民要
擦亮眼睛、看清真相，不要再被这些

“反中乱港”分子利用，不要再让他
们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不要再让他
们伤害香港整体利益。（据新华网）

如何玩
看“反中乱港”头面人物

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变脸

◀受示威集会影响，游客在机场滞留。
新华网 发

本报讯 据俄罗斯《消息报》12日报道，俄军
已开始组建配备机动式“棱堡”岸防导弹系统的北
极岸防导弹巡逻队，目的是确保俄北极海岸免遭
登陆威胁。

报道援引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人士的话说，俄
太平洋舰队率先建成了首批这样的巡逻队。巡逻
队不久前在堪察加半岛举行演习，挫败了假想敌
的登陆行动。

该消息人士说，每支北极岸防导弹巡逻队都
包括“棱堡”岸防导弹连、海军陆战小分队和供给
保障小分队，可在北极无人区内独立进行长达数
月的秘密巡逻，能确保数百公里海岸线免遭敌方
海上登陆威胁。在巡逻队中，海军陆战队员负责
保卫导弹连，而供给保障小分队则负责为巡逻队
提供生存保障。

据报道，俄岸防导弹部队正在淘汰老旧的“多
面堡”和“边界”岸防导弹系统，计划在2021年前
全面换装新型“棱堡”和“舞会”岸防导弹系统。目
前，俄已在西北部的科拉半岛、东部的堪察加半岛
及千岛群岛等地部署了“棱堡”。

“棱堡”机动式岸防导弹系统可发射射程600
公里的“缟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还可打击固定
和移动缓慢的陆上目标。 （据新华网）

俄军:

组建配备“棱堡”系统
防导弹巡逻队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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