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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新华社
组织编写的《治国理政新实践——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活动通讯选》，近日由
新华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治国理政新实践——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活动通讯选》分（一）（二）两
册，收录新华社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
召开以来至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

以前播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活动通
讯、特写、侧记等重点稿件129篇，精
彩图片240幅，真实记录了习近平总
书记出席数百场重要会议、重大活动，

深入数十个省区市考察调研，出访五
大洲几十个国家的精彩场景，全面展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为了党和人民的事
业夙夜在公、殚精竭虑的使命担当，生

动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深刻阐释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实践逻辑和深邃内涵。

《治国理政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活动通讯选》出版发行

新华社香港8月2日电 香港
警方8月1日在火炭坳背湾街的喜
利佳工业大厦，拘捕了陈浩天等8
人。这8人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及
爆炸品等。

据介绍，被拘捕的8人为7男1
女，包括已经被依法禁止运作的“香
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现场检获
疑似汽油弹、弓箭、垒球棍、扩音机、
护甲等。警方表示，检获的部分物品
是近期暴力冲击中的常见物品，怀疑
案件与这些暴力冲击事件有关。

民进党当局升高对抗大陆致两岸关系恶化
台湾舆论和各界焦虑忧心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马
卓言）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日表示，
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
香港事务，严正要求美国等一些西方
国家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香
港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骚乱，不知道
中方持何态度，但香港是中国的一部
分，中国会自行处理，他无需给予建

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这次特朗普总统有两句话说的

是对的：第一，香港目前出现的是一
种骚乱或者说暴动；第二，香港是中
国的一部分。”华春莹说。

她说，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
立场非常清楚。香港事务纯属中国
内政。中国政府绝不允许任何外部
势力插手香港事务，更不会允许任何
外国势力企图搞乱香港。“我们严正

要求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遵守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恪守自身作
出的不插手香港事务的承诺，停止为
暴力活动撑腰张目，停止以任何形式
干预香港事务。”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2日电 “我
看到新疆不断发展，社会包容。这里
此前遭受暴恐活动危害的情况同几年
前欧洲相似。恐怖主义危害全球，各
国应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
胁，一起建立一个更加安全包容的社
会。”在实地走访新疆多地后，来自意
大利国际研究中心的弗兰切斯卡·马
嫩蒂说。

近日，来自法国、意大利、波兰、新
西兰、俄罗斯、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的
专家学者在新疆参观访问。外宾走进
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参观了坎儿井
民俗风情园、交河故城、新疆国际大巴
扎、天山区二道桥片区固原巷社区、白
大寺、自治区博物馆等，与当地民众广
泛交流，领略别样的民族风情，实地了
解宗教工作有关情况，走进职业技能
教育培训中心与学员面对面交流。他
们表示，通过访问，看到了新疆社会安
定团结、经济繁荣发展，亲身感受到新
疆各民族间和谐共处的良好局面。

参观新疆重点暴恐案例展时，法
国席勒研究所研究员、《战略预警》杂
志记者吕特·安贝东眉头紧锁、表情凝
重：“没有哪一个宗教、哪一个道德准
则会允许这样的无耻行径！暴力恐怖
活动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危害，各国应
该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她说：“过去3年新疆没有发生恐
怖袭击，这是非常好的消息。我在教
培中心看到学员接受技能培训，还能
参加唱歌、绘画、书法等兴趣爱好课
题，这符合席勒‘通过美，我们才能达
到自由’的理念。”

在吐鲁番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

心的法律课堂里，学员们正在学习法
律知识，外宾们详细询问了学员情
况。在音乐课堂里，学员们正在唱歌
跳舞。波兰公民组织“波兰之家”董事
亚当·卢德维恰克说：“这里教学设备
齐全，通过和学员直接交流，可以看得
出他们过得很愉快。真相能击碎谣
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团结友
好，每到一处都能看到各族民众从内
心洋溢出来的幸福笑容。”俄罗斯科学
院远东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
斯基曾多次来新疆。

他说，中国政府在新疆因地制宜，
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民生措施，造
福了这里的各族人民，令社会欣欣向

荣、充满活力。在中国与中亚地区的
陆路联系上，中国新疆处于关键地理
位置，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交往的重要通道。随着新疆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不断推进，新疆
未来的发展会更富活力。

“我来新疆不止一次，每一次都有
不同的感受。这里经济越来越繁荣，

城市越来越漂亮，人们的生活也越来
越好。”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评论员、
主持人苏尔坦·马哈茂德·哈利告诉记
者，每到一处他都拍下照片，他要展示
给更多人看。

“在清真寺，我亲眼目睹中国政府
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了解到穆
斯林在斋月封斋、‘坐静’的实际情
况。新疆过去3年没有发生恐怖袭击，
这与中国政府及时采取反恐措施密不
可分。我认为，中国政府在依法严打
恐怖活动的同时，也注重通过发展来
从深层次解决极端化问题。”他说。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安全与国际
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甲威28年前从
北京坐火车来新疆，此次从吐鲁番坐
动车到乌鲁木齐的体验让他激动不
已：“以前坐火车从吐鲁番到乌鲁木
齐需要近4个小时，现在只要约1个
小时，设施现代、车票便宜，乘坐感觉
非常舒适。”

他说，28年前，他曾到访新疆当
地派出所，当时只有1张桌子和2把椅
子。现在，便民警务站装备了电脑，有
急救箱，为人们提供全面便捷服务。

“可以看出，中国不仅重视沿海地区的
发展，也十分注重西部的发展，中国幅
员辽阔，能做到如此全面，令人钦佩。”

新西兰新中友好协会会长戴维·
布鲁姆维奇表示，通过此次访问，他看
到的新疆与一些媒体的报道不同，新
疆采取安保措施是必要的，这样才能
确保人们在新疆非常安全。他将把此
次访问所获真实信息告诉更多新西兰
人，帮助他们了解新疆的实际情况，不
要被一些媒体牵着走。

新疆和谐稳定 未来更富活力
——外国专家学者在新疆参访畅谈感受

外交部：

严正要求美国等西方国家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

陈浩天等8人
被香港警方拘捕
涉藏攻击性武器等

据新华社香港8月2日电 香港
警司协会主席陈民德、香港警务督察
协会主席伍伟基、香港警察队员佐级
协会主席林志伟1日接受采访时表
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警队表现专业
得当、理性克制，今后有信心维护香
港法治基础和社会安宁。

林志伟表示，从一些国家和地区
处理类似暴力违法行为的过程看，警
察使用的武力远大于目前香港警察
使用的武力。如果在其他国家和地
区，警方可能会使用武力程度更高的
措施，但香港警方目前只使用最低的

武力去应对，全世界有理性的人看到
后都能明白香港警方的专业水平。

陈民德说，往年6至8月，很多
同事会陪子女去外地休假，但是他们
目前需要连续加班，没有时间陪伴家
人，一些同事甚至在行动中受了伤，
他们的付出是巨大的。“当然，这些辛
苦和困难无法打倒我们，越是在这个
时候我们的意志越坚定。”他还强调，
希望一些外国和香港媒体在报道有
关事件的时候，不要持双重标准。

伍伟基表示，近期不少市民团体
对警方的高度肯定和赞扬，给我们打

了一针强心针。这让警方坚信执法
是对的，违法的极端激进分子是错
的，警方一定会继续把所有违法的人
绳之以法。

林志伟强调，警方在装备和能力
上完全可以处理香港任何极端分子
的暴力事件，今后百分之百有信心继
续维持香港治安、保护香港市民。目
前的事件会对香港的国际形象造成
负面影响，但只要警方严肃执法、广
大市民反对暴力，香港依然会是全世
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伍伟基说，今后警方会着重拘捕

搞破坏最严重的激进示威者，以更有
效地制止暴力，同时也会继续做好信
息发布，告诉市民哪些地方可能不安
全、哪些行为是违法的，以保障市民
的正常生活和社会安宁。

香港警司协会、香港警务督察协
会和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是香港
警方的三个重要协会。其中，香港警
司协会有400多名现职警司、高级警
司、总警司等警务人员。香港警务督
察协会有2000多名现职督察级警务
人员。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有2
万多名现职员佐级警务人员。

香港三大警察协会主席：

警队专业克制，有信心维护法治和安定

新华社台北8月2日电（记者石龙
洪 何自力）台湾工业总会日前发表
2019年白皮书，直指岛内投资环境不断
恶化，告诫台当局莫以对抗思维主导其
大陆政策，必须审慎思考如何降低两岸
紧张与敌对，务实处理两岸关系。连日
来，该白皮书引起岛内热议，舆论认为民
进党当局近来疯狂对抗大陆，升高两岸
对立，恶化两岸关系，损害民众与企业生
存发展权益，令岛内业界深感焦虑忧心。

台湾工业总会由岛内150多个产
业公会组成，共有10万多家会员，是
岛内最具影响力的工商团体之一。
2008年以来，该团体连续12年发表
对台当局政策的建言白皮书，集中反
映岛内产业界的呼声。

今年的白皮书针对台当局政策共

提出211项建议。台湾工业总会指
出，2015年的白皮书就特别提到台湾
面临“五缺”（缺水、缺电、缺工、缺地、
缺人才）困境，使台湾整体投资环境走
向崩坏。然而四年过去，“五缺”未见
改善，反而劳动法规日益僵化、两岸关
系陷入紧张、对外关系更加孤立，令岛
内企业界更加忧心。该团体质疑，台
当局面对每年的建言，“到底听进去多
少，又真正改善了几多”？

白皮书就改变当局的大陆政策、
强化两岸交流等五个议题，向民进党
当局提出诸多政策建议。

白皮书指出，过去几年，两岸关系
处于紧张状态，不仅冲击岛内观光、零
售、饭店业及农渔蔬果产品的出口，也
使来台投资却步。呼吁当局推动更务

实、以经济民生为主、不以意识形态对
抗的大陆政策；积极思考如何强化与
大陆沟通，建构稳定、和平、合作、共荣
的两岸关系，务实推动两岸经贸交流。

该白皮书发表后，引起岛内舆论
热议。资深媒体人吕志翔撰文指出，
蔡英文竞选连任的基调，实际做法就
是疯狂操作“反中”“仇中”策略，将一
切归罪于大陆，以掩盖民进党施政不
力。这种操作使两岸关系陷入空前敌
对紧张局面，除了政治层面，经贸、教
育、旅游、文化、体育等都遭到波及，台
湾成为真正输家。

《中国时报》社论指出，蔡英文当
局今年以来动作频频，岛内企业界忧
心两岸关系更形紧张确有其道理。不
论绿营嘴巴上表现得多勇敢、多能对

抗大陆，只要两岸关系恶化、紧张情势
升高，台湾从金融市场到经济必然受
创，但绿营仍把胜选摆第一，企业界的
忧心，蔡英文当局听得进去吗？

作家刘心月投书媒体指出，若没有
对大陆庞大的顺差支应，去年台湾的全
球贸易将呈现逆差且金额高达335.7亿
美元。不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刻意操作，
都改变不了两岸经贸关系的密切性及
大陆市场对台湾的重要性。蔡英文当
局上任后力拼所谓“新南向”，拼了命要
压抑明明是顺差最大来源的对大陆经
贸关系，不但愚昧而且极不负责。

海基会原经贸处处长邓岱贤撰文
指出，台湾企业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
动力来源，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联
结纽带。当前台湾企业最渴望两岸维

系和平稳定关系，台当局有必要维系和
平稳定、繁荣发展的两岸关系，让台湾
能善用大陆经济成长的动能。未来两
岸是否能维持和平，“九二共识”是关键
因素，两岸要恢复协商，双方一定要有
政治互信与协商基础。民进党当局若
不承认，两岸关系只会愈来愈恶化。

大华网络报点评文章指出，台湾
外销市场的41%在大陆和香港，若非
每年从大陆和香港赚取八九百亿美元
的贸易顺差，将会形成数百亿美元的
逆差，这完全不是台湾执政者和民众
所能承受得起的。遗憾的是，蔡英文、
民进党竟认为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延
续执政的手段，不以台湾的安危和经
济的荣枯为首要考量，此乃愚民政策，
实在是台湾的悲哀。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魏梦佳）1日
至3日，北京世园会迎来“四川日”。在世园会园
区，富有“蜀”文化特色的舞蹈、川剧以及特色产品
展示、图片展等精彩内容，向国内外嘉宾及游客展
示了四川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和对外开放成就。

记者从北京世园局获悉，“四川日”活动为期3
天，期间举办“川货世园行”、文化旅游推介、特色文
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1日，来自四川的60多家
知名企业在世园会园区开展“川货世园行”活动，向
游客展示推介川茶、川果、川药、川酒、川味调味品
等四川优质特色产品。在妫汭剧场和四川展园，精
彩的川剧表演、色彩艳丽的民族服饰和舞蹈等也集
中呈现，为观众带来天府之国的别样韵味。

以“熊猫故乡 锦绣天府”为主题的四川园，向
人们展示了四川的都江堰景观、珍稀动物、竹文化、
川派盆景等，具有浓厚的蜀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

“熊猫故乡 锦绣天府”：

北京世园会迎来“四川日”

8月1日，游客在北京世园会四川园参观。
新华社发（任超 摄）

“龙江二号”微卫星圆满完成
环月探测任务并受控撞月
成为世界首颗独立完成地月转移、
近月制动、环月飞行的微卫星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胡喆、杨思
琪）记者从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获悉，
北京时间2019年7月31日22时20分，在地面飞
行控制人员精心操控下，“龙江二号”月球轨道超
长波天文观测微卫星，按计划在月球背面预定区
域受控撞月。该项目的成功实施，标志着“龙江二
号”成为世界首颗独立完成地月转移、近月制动、
环月飞行的微卫星，也由此探索了一种低成本深
空探测的新模式。

“龙江二号”于2018年5月21日随嫦娥四号
任务“鹊桥”号中继星搭载发射，2018年5月25日
22时顺利进入环月轨道。整星重量仅47公斤，
设计寿命1年，实际在轨运行437天，圆满完成了
既定任务目标。

“龙江二号”搭载了2台科学载荷：由中国科
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制的超长波探测仪和沙
特阿拉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科技城研制的月球
小型光学成像探测仪。

“龙江二号”在完成技术试验和探测任务的同
时，还有力促进了民间国际交流。卫星发射前，哈
工大研制团队不仅完成了国内四个地面站的准备
工作，还联合日本和歌山大学、荷兰德文格洛25
米射电望远镜等全球40多个UV地面站参与了
数据接收。2019年2月，中方团队与荷兰、德国
合作伙伴拍摄的“最美地月合影”照片在英国《独
立报》和美国《科学》杂志刊发，引起广泛关注。

央行：

下半年坚持实施
稳健货币政策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者吴雨、张千
千）中国人民银行2日对外表示，下半年将坚持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及时预调
微调。加快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机
制，坚持不懈抓好改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
确保实现小微企业贷款户数增加、贷款投放扩
大、贷款成本适度降低，支持优质民营企业扩大
债券融资规模。

央行强调，要稳妥处置和化解各类风险隐患，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最大限度地保
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在保持高压态势和严
打局面的同时，鼓励小型有特色的金融机构依法
合规开展业务。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持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资金管控。

此外，央行表示，下半年将继续放宽市场准
入，稳步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推动扩大人民
币跨境使用。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
EP）研发步伐，跟踪研究国内外虚拟货币发展趋
势，继续加强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

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岳普湖县巴依阿瓦提乡的海水稻试验田，农民在搬运海水稻秧苗。 新华社发

8月2日，人们在上海外滩浏览观光。
随着今年第7号台风“韦帕”的生成，东南风

从海上吹来，上海空气澄澈，透明度极高，呈现蓝
天白云水晶天的景象。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上海：蓝天白云水晶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