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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陈
斌华）国家主席习近平 22 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当选并获任命的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崔
世安。

习近平对崔世安当选澳门特别
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表示祝贺。

习近平说，过去五年，你领导特区政
府稳健施政、务实有为，妥善应对各
种困难和挑战，在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加强与内地交流合作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澳门总体形势继续向好发
展。中央政府对你和特区政府的工
作是肯定的。

习近平指出，当前澳门的内外环境
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对行政长官和新一
届特区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
你牢记中央政府重托和广大澳门居民
信任，依法履职尽责，增强前瞻意识和
忧患意识，提高特区治理水平，扎实谋
划和推进澳门可持续发展，为“一国两

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打下更为坚实的
基础。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陈斌
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2日上午在中南
海紫光阁会见来京接受任命的澳门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并颁发任命
崔世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

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令。希
望崔世安领导新一届特区政府积极进
取，勇于担当，认真落实参选政纲，抓住
国家发展带来的新机遇，积极推动澳门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促进
社会公正和谐，不断开拓“一国两制”实
践的新里程。

习近平会见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
李克强向崔世安颁发任命令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陈
斌华）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下午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了以董建华为团长的香港工
商界专业界访京团。

习近平认真听取了访京团部分成员
的发言。习近平指出，再过几天，就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65年华诞。65年来，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发展取得了举
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香
港与祖国风雨同舟、命运相依，发挥了独
特的重要作用。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
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日益深入，香港保
持了社会繁荣稳定。

习近平强调，“一国两制”是国家

的一项基本国策。不断推进“一国两
制”事业，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
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符合国家根本
利益和香港长远利益，也符合外来投
资者利益。办好香港的事情，关键是
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维护基本法权威。中央对香港的

基本方针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中
央政府将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和基本法，坚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
推进民主发展，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
期繁荣稳定。我们对祖国和香港的未
来充满信心。

习近平充分肯定包括香港工商界、

专业界人士在内的广大香港同胞为国家
发展和香港繁荣稳定作出的贡献，希望
香港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中央政府的
大力支持以及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带领
下，共同开创香港更加美好的未来，为国
家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会见香港工商界专业界访京团时强调

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实现民主
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
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

“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
式”，“推动实现广泛有效的人民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深刻阐明
了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我们进一步做
好人民政协工作、充分发扬人民民主，
提供了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就是
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在中国，人
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
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人民政协以宪法、政协章程和相关政策

为依据，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保障，集协商、监督、
参与、合作于一体，是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的重要渠道。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
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
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65年来，
人民政协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充分发挥代表性强、联系面广、包
容性大的优势，推动各种社会力量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团结奋斗，在我
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实践证明，人民政协既坚持党
的领导，又发挥了各方面积极作用；既
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又贯彻了民主
集中制；既坚持了人民民主原则，又贯
彻了团结和谐的要求，它丰富了民主
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
主的内涵，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
要制度保障。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只有进行时没
有完成时。做好人民政协的工作，必

须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大厦之
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
之归也”。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新形势下，人民政协要适应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要求，坚持改革创新精神，推进人民
政协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
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主渠道，有效组
织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
各界人士共商国是，推动实现广泛有
效的人民民主。

我们的目标越伟大，我们的任务越
艰巨，我们的责任越重大，就越需要汇
聚起全民族智慧和力量，就越需要广泛
凝聚共识、不断增进团结。当前，改革
开放正向纵深推进，深水区改革尤需全
社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谱写人
民政协事业新篇章，实现人民民主的新
发展，我们就能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
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汇聚起
共襄伟业的强大力量。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人民政协是
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

——二论贯彻习近平在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讲话精神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平乡兴平中学，学生们在排队取水。
位于宁夏中南部年降水量不足300毫米，当地群众正常吃水无法保证，即使有

水吃也是又苦又咸。为此，宁夏从2005年开始实施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缓解群
众吃水难。截至目前，宁夏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共投入资金21.7亿元。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宁夏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投入资金21.7亿元

9月22日，湖南省醴陵市浦口
镇保丰村南阳出口花炮厂爆炸现
场一片狼藉。

当日下午 15时左右，位于湖
南省醴陵市浦口镇保丰村的南阳
出口花炮厂发生爆炸，目前已确认
事故造成6人死亡，33人受伤。受
伤人员已送往医院救治，相关部门
正在开展排险救援。事故原因正
进一步调查中。

新华社发

湖南:

一花炮厂
爆炸

已致6人死亡
33人受伤

通车不到半年的郑州市西三环快速
路出现10多次塌陷。在舆论关注、郑州
市政府对问题进行调查的背景下，该路
段又出现塌陷。

9月19日郑州市政府通报称，经相
关专家调查分析塌陷初步原因是，该路
段属于长期积水区，地下新建、老旧、废
弃管线复杂，区域地下结构受水侵蚀；
另加上近期管线产权单位在该区域进
行地下管线穿越顶管施工，扰动土体，
造成路面坍塌。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郑州“路脆脆”
半年塌陷10多次

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22日专电
（记者于涛）21日16时许，新疆吐鲁
番地区托克逊县发生一起较大交通事
故，造成8人当场死亡，目前事故原因
调查及善后正在进行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
队介绍，21日16时30分许，司机高强
驾驶新A91046号牌重型半挂车，由
托克逊县辖区内Z461线由西向东行

驶至2km交叉路口处，与对向由张新
宇驾驶的豫BRQ598号牌面包车（核
载8人实载8人）迎面相撞，造成豫
BRQ598号牌面包车8人当场死亡。

事故发生后，吐鲁番地区和托克
逊县两级公安交警部门已对现场进行
勘验调查；自治区公安厅交警总队已
派相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处理事故
相关工作。

新疆吐鲁番车祸
8人当场死亡

9月22日，刘家窑桥附近拥堵的交通状况。
当天是“世界无车日”，但是因为恰逢周一，又

临近十一黄金周，北京交通早高峰依然拥堵。根
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微博显示，在早晨8时20
分左右，北京全路网交通指数上升至8.6。

新华社记者 李文 摄

北京：拥堵的“无车日”

突发
事件

近来，一些城市连续出现电梯致死、
伤人、困人等事故，不少乘坐者表示担忧。

9月14日晚，华侨大学厦门校区一
男生乘坐教学楼电梯，被电梯卡住窒息
身亡，视频在网上流传，令人欷歔不已；

9月13日，贵州遵义一小区电梯发
生故障，一名乘坐电梯的中年女子在逃
生过程中摔进电梯井丧命；

8月29日，在西安理工大学金花校区
一名研一新生报到当天从6楼电梯井坠亡。

半个月时间发生三起电梯致死事
件，让舆论再次聚焦电梯安全。实际上，
相对发生几率较小的致死事件，电梯伤
人、困人、停层等事件更是数不胜数。

据了解，石家庄市原第二棉纺厂生
活区 15 号楼和 33 号楼两栋高楼是
1986年建成的，其中4部电梯已经使用
28年，迄今仍在运行。

今年3月到8月，广州市电梯安全
运行监控中心共处理应急事件4455起，
其中困人事件2903起，故障事件1552
起，被困人员一共7787人。大约每天发
生困人事件16起，40多人被困。

从6月30日到7月7日，福州市公
安消防部门共接到50多起电梯故障救
援，200多人被困被救出。今年以来，泉
州市电梯救援共接警出动106起，解救
被困人员201人。

记者调查发现，电梯出现伤人事
故，与其超使用期运营、“老龄化”、带

“病”运行有很大关系。
如今，我国电梯保有量已经超过

300万台，每天有超过2亿人乘坐电梯。
记者调查发现，安全事故频发暴露了电
梯管理、维保等方面存在严重缺失。

(新华社北京22日专电)

脚下的隐患会不会“踩爆”？
——“每天2亿人乘坐电梯”引出的安全话题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鲁畅）国庆长
假即将来临，记者22日从国庆65周年庆祝活动
北京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了解到，国庆节当天，北
京市将在天坛等5家公园举行群众游园活动，全
市有373家公园将向市民免费开放。

据了解，今年的群众游园活动于10月1日在
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朝阳公园、玉渊潭公园和
园博园5处公园举行。北京市委市政府将组织邀
请科技工作者、先进模范人物、少数民族和各界代
表参加游园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全市有373家公园将在国庆
当天免费接待市民，包括北京植物园、香山公园、
圆明园、地坛公园、龙潭公园、西山国家森林公园
等，占全市公园总数的96％。

据统计，373家公园中有40余家是收费公
园，10月1日免费，10月2日起恢复正常。

国庆节当天

北京373家公园
免费开放

新华社深圳9月22日专电（记者赖雨晨）日
前在第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发布
的《中国基金会透明度发展研究报告（2014）》显
示，我国基金会整体透明度在过去一年有所提升，
但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完整的现象仍然广泛存在。

这份报告由基金会中心网、清华大学廉政与
治理研究中心共同发布，调查涵盖2012年1月1
日前成立的2600家公益基金会。

报告显示，开设官方网站的基金会比例从
2013年的接近四成上升到今年的约47％。“但在
这样一个信息时代，竟然还有超过一半的基金会
没有自己的官方网站。”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
中心主任程文浩说，“有一些基金会是除了名称之
外，没有公开任何信息。”

报告还指出，实际操作中，基金会信息披露缺
失、滞后的问题仍普遍存在。例如在北京市注册
的基金会中，有96％公开财务信息，但只有8％披
露善款流向。

过半公益基金会
无官方网站
普遍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完整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记者卢国强）记者
从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部门了解到，在“打击
利用微信微博传播淫秽色情信息专项行动”中，文
化市场行政执法部门会同公安等部门，先后查处
了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经营的新浪微
博平台及北京搜狐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经营
的博客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件。

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执法四队副队
长秦永明说，8月20日，执法部门通过网络文化
市场监控系统进行网络巡察时，发现在新浪微博
平台上，名为“情丝射”的微博有传播淫秽色情信
息的嫌疑。“微博显示所在地是‘海外 新加坡’，
博主连续发布了20多篇小说。”秦永明说，这些文
章包括《教室办公室离奇中午1ps网络》《她的第
一次，我的第一次ps网络》《强奸已婚少妇ps网
络》等，全部以“长微博”的形式发布。

就在执法部门查处新浪微博的同时，还发现在
搜狐博客频道一个名叫“yang2019”的博客内，存
在大量淫秽色情有声小说。执法部门还在搜狐博
客中发现，有博主传播已被我国文化部门认定为淫
秽色情游戏的《人工少女3》的“攻略”，以及新闻出
版部门明令禁止在互联网上登载的宣扬黑道文化
和暴力的网络小说《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的情况。

在掌握大量证据后，执法部门分别依法对北
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搜狐互联网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处以高限处罚，同时，由公安机
关对涉案博主展开调查。

今年4月，文化、公安执法部门查处了新浪网
传播淫秽色情出版物、视听节目案，依法给予北京
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罚款508万余元、吊
销《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公安部门刑
事拘留多名犯罪嫌疑人。同时，执法部门加强对
违法违规互联网文化活动的整治，对“豌豆荚”等
82家违规网站做出行政处罚；重点加大对传播禁
止内容视听节目网站的查处力度，对“搜狐”等65
家网站给予行政处罚，罚没款28.6万元。

微博、博客平台“涉黄”

新浪、搜狐等
被高限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