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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日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会同教育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能源局等部
门公布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中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
题工作的第三批成果。分别是：

持续开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
行动。严厉打击食品生产经营环节违
法违规行为，各地查处食品生产经营行
政处罚案件6.1万件，罚没款7.2亿元，
责令停产停业1282户次，取缔无证企
业1578家，从业资格限制97人，行政
拘留236人。解决学校及幼儿园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和食品安全问题，
41.7万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落实学校
相关负责人陪餐制，39.8万所中小学校
和幼儿园建立家长委员会参与食堂安

全监督机制，实现“明厨亮灶”的学校增
长6.7万家、达到34万家；各地检查学
校食堂、供餐单位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
者91.5万户次，警告1.5万户次，立案查
处4038起，取缔无证经营者1113户，
撤换食品原料供货商3650个。

整治住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纠
正和查处发布虚假房源信息、违规收
费、恶意克扣押金租金、威胁恐吓承租
人等问题，坚决取缔一批“黑中介”。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等40个
重点城市共排查住房租赁中介机构
2.94万家，查处违法违规住房租赁中
介机构2816家，通报曝光违法违规典
型案例1117起；全国共排查住房租赁
中介机构5.77万家，查处违法违规住
房租赁中介机构5617家，通报曝光违
法违规典型案例3442起。各地曝光

的案件中，游离在监管之外，采取威
胁、恐吓等手段驱逐承租人，恶意克扣
押金租金的2021起；发布虚假房源信
息诱骗群众租房的469起。

严肃查处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
店骗取医疗保障基金问题。查处欺诈
骗保定点医疗机构9.16万家，追回医
保基金及违约金26.32亿元，处行政
罚款1.94亿元；查处欺诈骗保定点药
店6.39万家，追回医保基金及违约金
2.14亿元，处行政罚款0.05亿元。印
发《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举报
奖励暂行办法》，创新监管方式，提升
监管效能。

坚决纠正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营养膳食补助、寄宿生生活补助方面
的突出问题。排查出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营养膳食补助用于食堂运行和

设备采购、拖欠供餐单位货款等问题
9个，涉及资金 1.34 亿元，已整改 7
个，已拨付到位资金1.09亿元，追回
资金0.1亿元；排查出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寄宿生生活补助拨付发放不及
时、虚报冒领、挤占挪用、资金管理不
规范等问题144个，已整改114个，涉
及资金1.29亿元，已补发资金6803
万元，追回资金143万元。

解决农村群众反映突出的频繁停
电和低电压等问题。治理线路通道隐
患424.7万处，加强线路巡视206.5万
次，开展带电检测202万次，综合治理
低电压台区5.1万个，28个省（区、市）
配电线路故障率同比下降10%以上，
受益群众1966.4万户；督促电力企业
出动抢修人员17.2万人次、抢修车辆
5.4万辆次，14次成功应对因自然灾

害影响造成的1108万余户停电问题。
提高交通运输行政审批和政务服

务效率，严格规范执法。推行普通货
物运输车辆网上年审，截至10月底，
全国31个省份基本具备条件或者已
经开展网上年审业务，惠及770万普
通货运车辆。纠治在公路上擅自设置
限高限宽设施、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批
准擅自设置具有处罚功能的检查卡点
等问题，排查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
查卡点3.75万处，拆除限高架673处、
限宽墩350处，取缔检查卡点39处。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将会同专
项整治各参与单位，聚焦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逐一排查梳理，持续跟
进工作，集中攻坚克难，保持整治劲头
不松、整改力度不减，注重长效机制建
设，推动专项整治工作向纵深发展。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
第三批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成果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

高举旗帜继续奋斗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主题是：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
奋斗。大会通过了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会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
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

报告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把新时期近30年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相
结合的全部伟大成果集中起来，把党经历的新考
验、获得的新经验、引发的新觉醒集中起来，深刻
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科学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
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
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中共十七大向党内外、国内外宣示了在改革发
展关键阶段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
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
问题，勾画了我国未来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表明了
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
决心和信心。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再次就香
港问题大放厥词。

面对乱港暴力行径，蓬佩奥不是
予以谴责，而是用心险恶地“呼吁”所
谓“对话”，赤裸裸地暴露出粗暴干涉
中国内政的本性。

在香港问题上，美国一些政客扮
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从今年年初起，
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众
议院议长佩洛西等人，要么是高调会

见香港反对派人士，要么是对香港局
势煽风点火，频频向乱港分子发出错
误信号，致使暴力分子有恃无恐、越
发猖狂。

近期，香港暴力犯罪不断升级，打
砸纵火，残害普通市民，把暴力引入校
园。广大市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人身
安全得不到保障。他们的行径，严重
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

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
底线，正滑向恐怖主义的深渊。面对
如此猖狂行径，美国一些政客视而不
见，反而对特区政府高度克制的执法
行为妄加指责。如此赤裸裸地在人权
和法治问题上玩弄双重标准，实在令
人不齿。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顺利
实施，香港市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利

和自由。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
能否认的事实。

香港当前最需要的是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而不是对乱港分子纵容偏
袒。美国的反华政客们哪里是关心香
港的发展，哪里是在乎什么人权和民
主？他们分明是要搅乱香港、破坏香
港稳定发展的大局。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命运

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中央政府和近
14 亿中国人民永远是香港战胜任何
风险挑战的最坚强后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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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蓬佩奥的恶劣言论动摇不了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坚强决心和意
志，奉劝蓬佩奥等美国政客不要打错
算盘！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记者
杜白羽 郑汉根）

蓬佩奥不要打错算盘

中央军委印发意见

加强军队党的政治建设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经习近平主席批

准，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党的政治建
设的意见》。

《意见》指出，要贯彻思想建党、理论强党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
的指导地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加强政治能
力训练，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提高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
和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
范政治风险的能力。着力提高党委领导备战打仗
能力，坚决铲除和平积弊，全面提升打仗本领。

《意见》强调，要纯正政治生态，深化政治整
训，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流
毒影响。从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军委十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牵住责任
制这个“牛鼻子”，全面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
督责任，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意见》要求，要担负起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大
政治责任，坚强组织领导，常态监督检查，推动军队党
的政治建设取得扎实成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面提高我军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质量。

境外下单境内造假
运至迪拜身价暴涨

中阿联手破获一起涉案近18亿元跨国制售假冒奢侈品大案
200多平方米的屋内堆满货物，

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屋内气味刺鼻。
十几名小工熟练地裁剪、缝制、压花、
涂胶、贴标、包装。在广东的一个城
中村，大量生产出来的假冒奢侈品服
装箱包，被运往5800公里以外的迪
拜，摆在精致的货柜作为正品打折促
销，价格翻了数十倍。

中国警方联合阿联酋警方展开
同步收网行动，最终将这个涉案近18
亿元人民币的跨国制售假冒奢侈品
服装箱包犯罪网络彻底摧毁。

境内造假 虚假报关
——假冒奢侈品非法运往迪拜

今年5月，上海市公安机关根据举
报，研判发现一个制售假冒品牌服装箱
包犯罪团伙，涉案侵权商品全部运往境
外，且团伙主犯有多名外籍人员。公安
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统一指挥，上
海、广东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在阿里打
假特战队协助下，迅速锁定位于广东的
生产窝点，查明境内犯罪网络。

为了彻底打掉这一跨国犯罪网
络，公安部决定将有关线索通报阿联
酋警方。经中阿联合侦查，这个团伙
的内部结构逐渐清晰。这些外籍人

员在迪拜招揽分销商获取订单，通过
在广东广州设立贸易公司为掩护，雇
佣林某华等人在我国境内经营业务，
委托国内某工厂的老板詹某洲等人
在广州等地根据客户订单加工生产
假冒国际知名品牌服装箱包，包括路
易威登、爱马仕、香奈儿等，交由物流
公司以“虚假报关”“真假混装”等方
式，通过空运、海运渠道运送至迪拜。

身处阿联酋的幕后老板在接货
后组织分销商，以正品促销等名义在
迪拜当地或通过网络进行销售，部分
假货转口运至欧美等地，个别假冒限
量版款式奢侈品箱包的单个售价甚
至高达上万美元。

截至目前，我国境内抓获37名犯罪
嫌疑人，查扣各类国际知名品牌服装箱
包7000余件。阿联酋迪拜警方在其
境内打掉售假窝点10处，拘捕犯罪嫌疑
人20名，查获侵权商品2.1万余件，涉案
金额约17.89亿元人民币。境外查获的
部分侵权商品源自国内的制假窝点。

手工制作 真假难辨
——分销链条辐射中东地区

警方查明，从去年底，制假窝点的幕
后老板詹某洲，为涉案公司专门定制生产

假冒路易威登箱包，为此招揽了“工头”
王某加和20多名有经验的小工。

现场查获的假冒品牌箱包涉及多
个国际名牌。“为了做得逼真，制假窝
点定位纯手工制作，每个小工分块负
责，有的打胶、有的压花。”上海市公安
局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总队探长戴
莉说：“他们只招有手艺的小工，为了
逃避打击，所有小工都现金结算。”假
皮料中甚至还有鳄鱼皮。为了达到奢
侈品“限量”的特点，这个小作坊生产的
假冒商品，每一种只有十几样，所有的
证书、发票、POS机单一应俱全，“他们
要求每一样东西都要有礼盒包装”。

警方介绍，该犯罪团伙以境外为
主，隐蔽性强。境外分销商辐射中东地
区，人数多达200余名。商品的生产和
供货地在境内，通过在境内设立合法公
司对外经营，不接“生客”业务。

迪拜警察总局反商业欺诈和盗版
科科长萨利姆表示，为摧毁这次特大跨
国制售假冒品牌的犯罪网络，中阿警
方成立联合行动小组，查获了大批假冒
品牌的服装箱包，发现了多名从事制假
售假的人员，在中阿两国打掉了多处窝
点，“充分展现了中国警方对打击制假
售假，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决心”。

（据新华社上海11月17日电）

巴黎警方
逮捕上百名暴力示威者

据新华社巴黎11月16日电（记者唐霁）法
国“黄马甲”游行示威者16日在巴黎、南特和里昂
等多个城市与警方发生严重冲突。巴黎警方当天
逮捕了147名暴力示威者。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部分打砸抢分子在
巴黎的意大利广场、莱阿勒购物中心等地，破坏商
店、银行、酒店和其他公共设施，警察对其进行驱
散并与之发生严重冲突。鉴于意大利广场上暴力
活动升级，巴黎警察局从当天下午开始取消了该
广场的游行许可。受游行活动影响，巴黎地铁市
中心多站临时关闭。部分游行示威者还冲上了巴
黎环城公路，造成环城交通一度阻塞。

据当地媒体报道，随着法国政府采取多项应
对措施，“黄马甲”运动势头大幅减弱。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牵头人通话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11月16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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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围绕第一阶段
协议的各自核心关切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并将
继续保持密切交流。

迪拜国际航空展于11月17日在阿联酋迪拜开幕，将于21日结束。
图为11月17日，法国“法兰西巡逻兵”飞行表演队进行飞行表演。

新华社/路透

当地时间11月16日，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巴卜市当天发生一起汽车
爆炸袭击事件，造成15人死亡，多人受伤。

图为一条道路在汽车爆炸袭击中损坏。 新华社/法新

迪拜国际航空展开幕

叙利亚北部发生汽车爆炸袭击
致15人死亡

■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必然要求。

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一次会晤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就
当前香港局势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激
进暴力犯罪活动严重挑战“一国两制”
原则底线。我们绝不容忍任何挑战

“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行为，对公然
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违法犯罪

活动，都必须坚决依法惩治。
5 个多月来，在反对派的蛊惑煽

动和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下，香港出
现持续不断的街头暴力活动。一些
人甚至公然鼓吹“港独”，喊出“光复
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肆意侮辱国
旗、国徽和区徽，包围和冲击中央政
府驻港机构和立法会、政府总部，目
的就是要搞乱香港、瘫痪特区政府，
进而夺取特区的管治权，把香港变成
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最终
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今天，摆在
我们面前的，是一场维护“一国两制”
和破坏“一国两制”的斗争，在这个关
乎国家主权、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问

题上，没有任何中间地带，没有半点
妥协余地。

“一国两制”是一项开创性事业，
对中央来说是治国理政的重大课题，
对香港和香港同胞来说是重大历史
转折。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
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也
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
最佳制度，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
的。同时，“一国两制”作为一项制度
创新，与其他任何新生事物一样，也
需要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并不断加以
完善。这场修例风波暴露出香港政
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深
层次矛盾和问题，也进一步凸显了完

善香港治理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一国两制”制度
体系，不仅符合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
规律，而且也必将有助于“一国两制”
航船行稳致远。

特别要看到，“一国两制”是一个
完整的概念。其中，“一国”是根，根
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
枝荣。在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
方针，有“三条底线”绝对不能触碰：
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
全、绝对不能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绝对不能
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

的活动。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
估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统一，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
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试图触碰挑
战“三条底线”、干扰破坏“一国两
制”，注定是妄想，注定是徒劳，也注
定是会彻底失败的。

风雨过后见彩虹。我们坚信，有
中央政府和全国 14 亿人民作为最坚
强后盾，香港一定能战胜任何风险挑
战。香港必将继续沿着“一国两制”方
针和香港基本法的轨道稳步前进，与
祖国内地共同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美好
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11月17日，在重庆举行的2019CFA中国之
队·“大足石刻杯”国际足球锦标赛中，中国U22
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场以1比0战胜立陶宛U22国
家男子足球队。图为中国队球员黄聪（右）在比赛
中射门。 新华社发（黄伟 摄）

“大足石刻杯”国际足球锦标赛

中国U22队胜立陶宛U22队

新华社曼谷 11月 17日电 （记
者任芊）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17日
在曼谷表示，美国与韩国将无限期推
迟两国联合军事演习，以对朝鲜“释
放善意”。

埃斯珀当天在东盟国防部长非正
式会议期间举行的美韩联合发布会上

做出上述表示。他说，推迟美韩联合
军演并非对朝鲜让步，而是意在为消
除朝鲜核武威胁“开启一扇外交之
门”，美韩两国“期望最终能够实现朝
鲜半岛无核化”。他还敦促朝鲜“无条
件”返回谈判桌。

据朝中社13日报道，朝鲜国务委

员会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批评美
国和韩国计划近期举行的联合空中
训练是“反朝敌对演习”。这位发言
人还表示，类似做法是对朝美新加
坡会晤共识的“全盘否定”，美韩屡
次开展联合军演是“以恶报善的背
叛行为”。

美防长：美韩联合军演无限期推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