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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长弘御府二期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长弘御府二期项目位于南沙路57号，属《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3508地块范围。本次申报项目拟建1栋地上13层/
地下1层的商住楼，送审方案指标符合控规。建筑东侧建筑间距为
9.18米，满足山墙间距，且该项目借用北侧小区出入口出行。为广
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8月26日至9月6日）。2、公示
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
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
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
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
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
联系人：杜高翔。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2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信达·海天下三期 II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信达·海天下三期II区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江东片区江东大道北
侧，项目于2017年9月通过规划许可，批建方案内容为8栋多层住宅，批
建面积地上21914.55m2、地下7580.40m2，停车位251个。现建设单位
申请将方案进行变更，具体内容为：一、经济指标表中备注的“所有停车
位均配有充电设施”变更为“所有停车位均100%预留充电设施”；二、
15#、16#楼地下室电梯前室镜像修改；三、地下室增加防化通讯值班室，
相应位置取消2个车位，地面增加2个车位，总车位数不变。变更方案
总建筑面积及计容面积、容积率等经济技术指标保持不变。为广泛征
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
工作日（2019年8月26日至9月6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
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
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牟妍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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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盛世华庭(北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盛世华庭(北区)项目位于海口市灵山镇干线公路，属《海口市灵山西
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42地块范围。项目于2016年12月通过规划
许可，变更内容为1、立面浅色调试面砖调整为米白色干挂石材；屋面由
平屋面调整为坡屋面；取消北侧外飘铁艺栏杆外机位，调整为隐蔽式铝
合金格栅空调外机位；2、调整地下室人防设施及设备用房；3、二层调整
为通廊式商铺，三层物业用房调至二层；正立面入口由四层调整为三层；
铺面三、四层北侧阳台封闭；4、一层层高调整为5.6米，二层层高调整为
3.6米，三、四层层高调整为3.3米，总高度由14.9米调整为15.8米，变更
方案容积率、建筑密度等规划指标保持不变。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8
月26日至9月6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
(http://zzgj.hau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
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
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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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龙华区2019年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公 告
经海口市龙华区委、区政府同意，龙华区招商引资和项

目开发服务中心等38家事业单位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财政

预算管理事业编制工作人员66名。

具体详情请登录龙华门户网站

（网址http://lhqzf.haikou.gov.cn）查询。

报名时间：2019年9月3日-9日

报名咨询电话：0898-66568060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揭开解决香
港问题帷幕 40 周年。40 年来，在

“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我们不仅
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
问题，而且实现了香港、澳门平稳过
渡、如期回归以及回归后继续保持
繁荣稳定的目标。这一历程极不平
凡，这一成果来之不易。邓小平同
志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创立
者，其有关“一国两制”构想的系列
重要讲话，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
非凡的洞察力、预见性，至今仍然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近期，在香港发生了危害国家
主权安全、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暴
力活动，如果任其蔓延，香港有沉沦
的危险。温故而知新。面对这一新
的严峻考验，我们有必要重温邓小
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讲话，
坚定维护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

正确理解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
秩序，首先要切实理解邓小平“一国
两制”构想的两个基本点：统一和发

展。“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为了
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正如邓小平
同志在香港问题提出伊始时所说：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
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统
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谁胆敢
将香港分裂出去，必将背上民族罪
人的千古骂名。同时，“一国两制”
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
提出的，因此“一国两制”从构想到
实践也必然地与中国改革开放紧密
联系在一起，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始终与国家改革开放同步，“一国两
制”实践为中国快速发展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确立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和支
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论
述，从统一和发展两个基本点上对邓
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做了进一步丰
富和深化，是从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
体系的高度就港澳治理作出的顶层
设计，是为“一国两制”承载新使命作
出的战略部署，是指导“一国两制”实
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的行动纲
领，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具有极其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回归是香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
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
区的宪制基础。当前在香港发生的
问题，乃至回归以来发生的一系列
重大政治法律问题，究其根本，是香
港社会在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理
解上缺乏共识，而各种反对势力从
中蛊惑生乱，导致香港近期出现一
系列严重冲击“一国两制”的暴力犯
罪行为和错误危险的政治倾向。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必
须维护和巩固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这是维护香港法治的核心要
义，也是香港社会的共同责任。在
这一问题上，香港社会要深化认识，
凝聚共识。

维护和巩固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要旨是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繁荣稳定。
近期香港发生的乱象中，出现暴力
冲击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机
构，污损国旗、国徽和区徽，冲击国
际航空枢纽和重要公共交通系统等
严重违法行为，甚至出现“光复香

港、时代革命”，鼓吹“港独”等口号，
这已绝非一般的游行示威活动，而
是意在从根本上毁掉特别行政区宪
制秩序的“颜色革命”。对此绝不能
姑息，必须依法惩治。

维护和巩固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要义是正确把握“一国”与“两制”
的关系，按照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
区制度，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别
行政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
来。在实践中，必须牢固树立“一国”
意识，坚守“一国”原则，特别行政区
要就落实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的权力
和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权切实负起
责任。同时，正如邓小平同志早就指
出的，“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
加以干预”，对此，基本法和驻军法都
已作出相应规定。这是中央政府的
权力，更是中央政府的责任。

维护和巩固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要务是发展。发展是永恒的主
题，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
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发展必须有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习近平总书
记告诫我们，如果香港陷入“泛政治
化”的漩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
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

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国两制”框架
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发挥港澳独
特作用，提升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
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是香港不可或缺的发展机遇。香港
社会应增强忧患意识，把握发展机
遇，用足用好国家提供的各项政策，
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设、谋发展
上来，排除干扰，再创辉煌。

当前，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
港社会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
希望广大香港市民倍加珍惜“一国
两制”，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维
护香港法治，积极行动起来，各尽所
能，各尽其责，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
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队和执
法司法机关严正执法、公正司法，勇
敢向践踏法治的暴力行为说“不”，
凝聚起维护国家利益、守护特区安
全的强大正能量。邪永远不能胜
正，只要香港社会团结一心、凝神聚
气、激浊扬清、和衷共济，就一定能
够制止动乱、排除干扰，让香港早日
恢复正常秩序，并更深入地投身国
家发展大局，再创香港发展的新辉
煌，续写“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的时
代新篇。（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重温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讲话
坚定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

据新华社香港8月25日电 25
日上午，香港多个学校的百余名中
小学生不顾风雨，汇聚在香港福建
中学礼堂参加“全港中小学书法比
赛”总决赛。他们大的十七八岁，
小的只有六七岁，或端坐、或站立，
泼墨挥毫，各显所能。

“全港中小学书法比赛”是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共圆中国

梦 环宇墨花飞”的系列活动之一，
由中国书协香港分会及香港北京
交流协进会主办。比赛共收到超过
1000份参赛作品。

“对字有感情，写出来的字往
往就更漂亮。”在香港东华三院吴
祥川纪念中学读高二的余鍳堄说，
他五岁就开始练习毛笔书法，至今
已经练了11年。随着练习的深入，

他越来越强烈地体会到中国文化
的深奥，现在他已经喜欢上了古文
和宋词。

“越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越能
增加我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
余鍳堄说。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施
子清说，“中国人就该爱自己的字，
写好自己的字，传承中华文明。”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巴基斯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
席穆沙希德·侯赛因24日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是成功的，香港未来
的繁荣与稳定离不开祖国。

侯赛因说，香港回归中国22年
来，始终被认为是全球最自由的经
济体之一。香港2018年国内生产
总值为3600亿美元，是1996年的
两倍多。

针对目前的香港局势，侯赛因

说，巴基斯坦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
涉香港事务，因为任何对香港事务
的干涉都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
的干涉，违反国际法和外交准则。
他强调，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那些想借香港问题搞乱中国
的外部势力应该放弃这一企图。

侯赛因说，此前有媒体报道美
国驻港总领馆官员接触香港“港独”
组织头目，美国“必须停止这种不能
被接受的行为”。在世界部分国家
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遵循了美国
的干涉与指导，而香港发生的暴乱
也带有以往“颜色革命”的特征。

侯赛因还表示，西方一些媒体在
有关香港局势的报道上充斥负面宣
传，凸显了他们在所谓言论自由上的

“双重标准”。这种有政治操纵目的
的报道就是在鼓动和煽风点火，试
图炒作香港问题给中国政府施压。

“美国媒体始终有一个议程，就
是打‘中国牌’给中国政府施压。以
前是人权问题、新疆问题、贸易和经
济问题，现在是香港问题，”侯赛因
说，“西方一些媒体在香港问题上歪
曲事实，故意夸大抗议规模。但这
完全不是事实。”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8月25日电）

“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
——访巴基斯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穆沙希德·侯赛因

8月24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
斯兰堡，巴基斯坦参议院外交委员
会主席穆沙希德·侯赛因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 新华社发

国际社会认为

中方关税反制举措是对
美贸易霸凌的必然回应

据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针对美方近期正
式宣布将对约30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加征
10%关税，中方23日被迫出台对美贸易反制措
施。美方24日宣称要提高对约5500亿美元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海外专家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方采取反
制措施是对美方贸易霸凌行为的必然回应。美方
挑起并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损人不利己，不仅
让美国自身经济遭受损失，而且拖累全球经济。
美国应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色，回到磋商解决分
歧的轨道上。

中国采取反制措施是必然回应
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原署长约翰·罗

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邮件采访时说，中国的关税
反制措施是在美国毫无根据地对华加征关税后作
出的“必然回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
里·萨克斯也表示，中国对美国此前加征关税的决
定作出了“适当的回应”。美方错误地认为中国经
济成功是建立在美国付出代价的基础上。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知名学者苏拉布·古普塔
认为中国的反制举措并不意外。中方举措向外界
传递了重要信息，即贸易谈判应建立在主权平等
的基础上。中国不会单方面放弃用关税措施为自
己争取公平的竞争环境。

美国前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表示，她对中国
采取的关税反制措施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中国此
前已有明确表示。

印度经济学家、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
系统机构顾问巴塔查吉表示，中国一直秉持合则
两利的态度，反制是不得已而为之，希望美国不再
一意孤行地加征关税。

美国挑起经贸摩擦终将自己“埋单”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挑起并不断升级贸易战，

引发中方反制，这在短期内造成了市场动荡，长期
看将影响消费者信心，最终让美国企业、工人和农
民遭受损失。

受经贸摩擦升级影响，23日纽约股市三大股
指显著下跌。同时，原油、大豆等大宗商品价格下
滑，金融市场避险需求急剧上升，纽约金价当日创
下2013年以来最高收盘价。

当天，芝加哥期货交易所11月交货的大豆合
约收于每蒲式耳（1蒲式耳大豆约重27.2公斤）
8.565美元，比前一交易日下跌12.25美分，跌幅
为1.41%，创近三周新低。

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
也向路透社表示，美方挑起的贸易战将使美国经
济陷入低谷。

国际咨询机构IHS马基特公司22日公布的最
新统计显示，8月份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跌
至49.9，十年来首次跌破50荣枯线。美方近期公布
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美国工业产出和制造业
产出连续两个季度下滑，已陷入“技术性衰退”。

回到磋商解决分歧的轨道是正途
希尔斯指出，贸易战升级不仅损害中美两国

经济，也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她认为，解决
问题的方案是双方重回谈判桌，协商解决分歧。

“我希望双方能坐在一起协商解决分歧的方案。
目前的纷争对双方都十分有害。”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市长莉比·沙夫
说，美中贸易战对两国和整个世界都是有害的。
当今全球一体化，各国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应该
探讨如何大力合作，而不是相互排斥。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表示，
贸易战不符合各方利益，美中双方应通过谈判解
决分歧，早日终止贸易争端，实现共赢。

新华社香港8月25日电 （记
者方栋）香港特区政府对示威者24
日在九龙多个地区的破坏及暴力行
为予以强烈谴责，并强调警方将严
正追究所有违法行为。特区政府同
时呼吁示威者停止暴力，让社会尽
快恢复秩序。

24日，暴力示威者在位于九龙
的观塘、黄大仙、深水埗等区严重破
坏公物，损毁数个智能灯柱的电路
零件，甚至将灯柱用电锯锯断拉倒，
并向警方防线投掷汽油弹、烟雾饼、
玻璃瓶等，致使多处起火。另有激

进示威者在深水埗警署附近堵路，
围殴当地居民。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有示威
者在游行期间偏离原定路线，在东
九龙至深水埗多条道路设置路障，
造成严重交通阻塞并且影响紧急服
务。其间有暴力示威者破坏公物、
纵火、投掷疑似汽油弹及以砖块攻
击警务人员，严重威胁市民和警务
人员的人身安全。

对于示威者蓄意破坏多条智慧
灯柱，发言人指出，智能灯柱没有人
脸识别功能，也不会侵犯个人隐私，

只用作收集交通及空气质量等城市
数据，然而示威者罔顾事实，大肆破
坏多条智能灯柱，实属不可理喻。

香港警务处也对24日的破坏
及暴力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表示
应现场情况多次发出警告，但示威
者未有理会，警方遂于观塘、黄大仙
及深水埗进行驱散行动，使用适当
的武力制止示威者的暴力行为。

警方24日的行动共拘捕19名
男子及10名女子，年龄介于17岁
至52岁，他们涉嫌非法集结、藏有
攻击性武器及袭警等罪名。

香港特区政府强烈谴责示威者
在九龙多地暴力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