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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方不顾中方强烈反

对、一意孤行，将所谓“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一霸

权行径，严重干预香港事务，严

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再度暴

露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坏“一

国两制”、阻挠中国人民实现伟

大复兴的险恶用心。

根据国内法实施所谓“长

臂管辖”，以谋取一己之私，是

美式霸权的惯用伎俩。对于美

国一些反华政治势力来说，香

港乱局就是他们的一个拙劣的

“作品”。今年以来，从美国高

官和国会高层陆续会见香港反

对派势力和“港独”分子，到

美国一些政客不断就香港违法

暴力活动发表颠倒黑白、混淆

是非的谬论，再到美国国会处

心积虑推动所谓“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通过并签署，美方

一步步撕下了打着“人权”和

“民主”的幌子行使霸权主义的

伪善面具，将其不可告人的政

治目的暴露无遗。

修例风波以来，香港极端激

进分子的暴力活动愈演愈烈，甚

至残害普通市民，毫无行为底

线、人性道德、法律戒惧。世人

的眼睛是雪亮的，违法暴力活动

在香港不断升级，与美方插手香

港事务、煽动暴力活动、进行策

划组织等所作所为密切相关。

大量事实证明，美方就是搞乱香

港的最大黑手。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

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

和势力都无权干预。香港回归

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

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居民享有

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依法充分

享受各种自由。然而，美国涉港

法案全然无视客观事实，全然无

视香港居民的福祉，把香港暴力

分子的违法犯罪行径粉饰为追

求“人权”与“民主”，公然为反中

乱港的极端势力和暴力分子撑

腰打气，极力破坏香港的法治和

繁荣稳定。美方这一系列恶劣

行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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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不可战胜，公道自在

人心。美方涉港法案违反公

理，充斥强盗逻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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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心，更

加有力有效地应对风险挑战。

美方企图打“香港牌”遏制中

国发展，是打错了算盘、高估

了自己，更低估了伟大的中国

人民，必将遭到失败。

香港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掌

握在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

人民手中。面对前进道路上的

风雨坎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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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的步伐！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在全国上下埋头苦干、万众
一心，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之
际，中央宣传部2日在北京向全
社会宣传发布朱有勇的先进事
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朱有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云南省
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我国著名
的植物病理学专家。他始终牢
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积
极投身脱贫攻坚事业，主动来
到深度贫困的“民族直过区”
承担扶贫任务，带领村民发展
特色产业，改变了当地贫困落
后的面貌。他致力农业科学研
究，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
立足农村实际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创办院士科技扶贫指导
班，为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
培养了 1000余位科技致富带头
人。他情系三农，扎根边疆，
挂钩联系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以
来，深入村村寨寨，跑遍田间
地头，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
住同劳动，受到各族群众真心
爱戴和社会各界高度赞扬，被亲
切地称呼为“农民院士”。先后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杰出专
业技术人才”“全国模范教师”等
荣誉称号。

近一段时间，朱有勇的先进
事迹被中央媒体集中宣传报道
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干
部群众普遍认为，朱有勇是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忠诚
践行者，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涌
现出的先进典型，是奋斗在脱贫
攻坚主战场的“农民院士”。广
大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表
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学习
朱有勇科技扶贫的先进事迹和
忠诚担当的崇高精神，积极投身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战的伟大事业，为夺取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作出应
有贡献。

“时代楷模”发布仪式现场
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
予朱有勇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的决定》，播放了反映朱有勇先
进事迹的短片。发布单位有关
负责同志，朱有勇的同事、学生，
村民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等参
加发布仪式。 新华

日前，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
联合出台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安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将于 2020年 1月 1日正式
实施。

我国是危险品的生产和使
用大国，截至 2018年底，全国共
有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 1.23
万家，车辆 37.3万辆，从业人员
160万人，每天有近 300万吨的
危险物品运输在路上，危险品道
路运输量占危险品运输总量的
70%。近年来，我国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行业管理不断规范、发展
形势持续向好，但仍存在非法托
运、违规运输、运输车辆违规挂
靠等一些漏洞和问题。

出台《办法》，旨在有效预防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事故，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办法》着
力强化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全链条
安全管理，重点解决行业存在的
八方面问题，分别为：强化运输源
头安全管理、强化装货环节安全

管理、强化运输过程安全管理、强
化运输装备安全管理、强化从业
人员教育培训、统一车辆通行管
理政策、实施小件危险品豁免管
理、强化多部门协同监管等。

《办法》针对生产、经营企业
充装环节把关不严纵容违规运
输问题，建立了装货查验制度，
装货人要做到“五必查”（车辆是
否具有有效行驶证和营运证；驾
驶人、押运人员是否具有有效资
质证件；运输车辆等是否在检验
合格有效期内；所装载的危险货
物是否与运单载明的相一致；所
充装的危险货物是否在罐式车
辆罐体的适装介质列表范围内
等），对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充装
或者装载。对运输企业对所属
车辆“挂而不管”“以包代管”等
问题，明确规定禁止危险货物运
输车辆挂靠经营，建立危险货物
运单制度，明确运输企业在发车
例检、安全告知及车辆动态监控
等方面的义务。 人民日报

近日，联通、移动、电信三大
运营商发布了携号转网的细则，
大家期待已久的携号转网终于
变成了现实。不过，骗子也用上
了新招数。目前，全国已发生多
起利用手机三大运营商携号转
网服务实行诈骗的案件，受害者
因点开诈骗分子发送的网站链
接泄露个人信息银行卡被盗
刷。为防止更多人上当受骗，公
安部刑侦局发布紧急预警。

此外，针对电信企业，工业
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出通知，将组
织技术力量开展对电信企业携
号转网系统连续监测，并委托第
三方开展用户暗访体验监测。

骗局多为获取个人信息盗
刷银行卡

为防止更多人上当受骗，
近日，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官方
微博发布紧急预警，让大家提
防诈骗分子利用携号转网服务
进行诈骗。

此类诈骗作案手段为通过
电话或短信方式联系受害人，
利用受害人不清楚转网具体规
则欺骗事主，声称转网可能带
来诸多风险，进而引导其进入
网站完善信息，事主进入网站
后按引导填写身份证、银行卡、
手机号等信息，因泄露个人信

息导致银行卡被盗刷。

是否满足携号转网条件以
官方短信为准

要查询号码是否满足携号
转网条件，可通过短信查询，中
国电信用户通过编辑短消息

“CXXZ#姓名#证件号码”发送
至中国电信官方客服短消息平
台 10001查询号码是否满足携
转条件，10001及时反馈用户查
询结果。中国移动用户通过编
辑短消息“CXXZ#姓名#证件
号码”发送至中国移动官方客
服短消息平台 10086查询号码
是否满足携转条件，10086及时
反馈用户查询结果。中国联通
用户通过编辑短消息“CXXZ#
姓名#证件号码”发送至中国联
通官方客服短消息平台 10010
查询号码是否满足携转条件，
10010及时反馈用户查询结果。

满足条件的，如有携号转网
后受影响的其他业务，运营商将
在反馈查询结果的同时告知用户
受影响的业务，告知内容真实准
确。用户向携出方申请获得授权
码，带着身份证和有效期内的授
权码到携入方申请办理携入。不
满足条件的，将一次性明确告知
用户不满足条件的原因、携号转
网后受影响的业务以及咨询途

径，并通过客服电话等方式为用
户提供实现满足条件的咨询。

骗局1
江西市民汪某接到自称某

通讯商客服电话，称之前提交

的电话号携转资格已经通过，

但是想要获取携转授权码需要

填写完整信息且绑定专属银行

卡，事主通过对方发来的短信

进入网站输入个人信息被骗

16000元。

骗局2
上海市民何某在上网时知

悉携号转网后只能通过掌上营

业厅和地面营业厅充值，不能

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了，便

在该条新闻下留言追问解决办

法，后收到私信，对方称可以通

过完善信息解决，事主点击对

方的网站链接输入个人信息，

损失了6300元。

骗局3
常州市民许某收到陌生号

码短信称，更换运营商后短信

通道变更可能导致收不到银行

卡、微信、支付宝等发送的短

信，请及时登录附带链接的网

址进行信息完善，许某进入网

站输入身份证、银行卡号及密

码、手机号码等个人信息，银行

卡短时间内被刷走了5000元。

北青

俄罗斯空天军首座“集装
箱”超视距雷达站1日在俄西部
的莫尔多瓦共和国境内正式进
入战斗值班。

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 1
日援引俄战略防空部队指挥官
安德烈·杰明中将的话报道说，

“集装箱”雷达站可帮助俄军实
时监测俄边境外数百至 2000公
里范围内可能对俄发起的攻
击。该雷达站将不间断实施侦
察，可发现波罗的海、黑海和
地中海方向来袭的飞机和导

弹。
“集装箱”雷达站总设计

师米哈伊尔·彼得罗夫对媒体表
示，该雷达可发现并跟踪约
3000 公里以内飞行的隐形飞
机。目前，其他国家尚未装备
在系统组成和程序算法上能与

“集装箱”媲美的同类雷达。
莫尔多瓦共和国境内的“集

装箱”雷达站于 2018年 12月 1
日进入测试性战斗值班，是俄军
目前唯一一座超视距雷达站。

新华

德国《星期日图片报》1日
报道，德国联邦国防军KSK特
种部队再现极右分子身影。

据报道，德国军事反谍局怀
疑KSK特种部队一名下士为极
右分子，对其秘密调查数月。德
国防部一名发言人日前表示，将
把此人调离特种部队并停职。

此外，KSK特种部队另有
两名军官被指在这名下士召集
的私人聚会上行纳粹礼。其中
一名军官已被停职，另一人则
被作为“极右嫌疑分子”接受
调查。

德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
伦鲍尔近日表示，德联邦国防军

没有极端分子的容身之地，而
KSK特种部队作为联邦国防军
的招牌更是如此。

2017年4月，德国军事反谍
局在联邦议会接受质询时承认，
已对军内 270多起疑似极右事
件展开调查。同年8月，多家德
媒报道，KSK 特种部队多名军
人在聚会上行纳粹礼并播放宣
扬右翼思想的歌曲。一名涉案
军官于2019年2月受审。

德国媒体报道，因组织结构
严密、能合法使用武器，联邦国
防军对极右分子极具吸引力，自
建立以来便难以摆脱“易于感染
右翼思想”的形象。 新华

1日晚，马耳他总理、执政党
工党领袖穆斯卡特通过国家电视
台宣布将于明年 1月辞职。此
前，穆斯卡特因本国一名女记者
遇害案遭到国内民众抗议。

连日来，马耳他国内民众抗
议总理办案不力、涉嫌保护涉案
官员，要求总理辞职。穆斯卡特
说，辞职是这个国家目前“需要
的”，调查尚未完成，没有人能凌
驾于正义之上。

马耳他主要反对党国民党
领导人迪莉娅表示，穆斯卡特执
政的每一天都是对正义的另一

次打击。
2017年 10月，马耳他知名

女记者达夫妮·卡鲁阿纳·加利
齐亚在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中遇
害。遇害前她曾发表过一些政
府高层官员涉嫌腐败的文章。
目前警方已逮捕执行那起暗杀
行动的3名男子，但一直没有明
确指认幕后主使。

2013年3月，工党赢得大选
上台执政，穆斯卡特担任总理。
2017年6月，工党在提前大选中
获胜，穆斯卡特连任总理。

新华

乌克兰模特、选美冠军韦罗
妮卡·迪杜森科在英国伦敦起诉

“世界小姐”主办方，称这项选美
赛事禁止已婚已育女性参赛违
反相关法律规定。

据英国《泰晤士报》11月 30
日报道，现年 24岁的迪杜森科
离过婚且育有一名 5岁男孩。
她因此在去年夺得“乌克兰小
姐”桂冠 4天后被剥夺“乌克兰
小姐”称号、责令归还奖金，并被
取消代表乌克兰参加“世界小
姐”选美比赛的资格。

“世界小姐”和“乌克兰小
姐”比赛规则明确规定，已婚或
已育女性不得参赛或保有冠军

称号。
迪杜森科称，这项规定违反

英国 2010 年通过的《平等法
案》，要求比赛主办方修改这一

“过时”参赛规则。她说：“被取
消参赛资格真令我羞辱，我不相
信当今他们还在做这样的事
情。”她同时在社交媒体发起主
题为“有权做母亲”的请愿活动。

“世界小姐”选美比赛 1951
年创立以来，一直禁止已婚或已
育女性参赛。赛事主办方目前
未对迪杜森科的诉讼发表评
论。今年的“世界小姐”选美比
赛定于12月14日在伦敦举行。

新华

美方乱港制华的图谋注定失败
新华社评论员

中宣部
授予朱有勇“时代楷模”称号

1999年 12月 1日，福建
武夷山作为自然与文化双重遗
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20年来，武

夷山市本着“严格保护、永续
利用”的原则，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
理念，科学规划，适度开发，

统一管理，成功走出了一条
“绿色发展”之路。图为冬日
的武夷山景区竹筏码头。

新华

世界遗产世界遗产 绿水青山绿水青山

“携号转网”这些骗局要小心
骗子骗取个人信息盗刷银行卡 公安部刑侦局发紧急预警

六部门
禁止危险运输车挂靠经营

千里目
俄“集装箱”超视距雷达站进入战斗值班

揪魔影
德军特种部队再现极右分子身影

将辞职
马耳他总理因记者遇害案将请辞

遭禁赛
乌克兰模特状告“世界小姐”主办方

■国际时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