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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评论员

美国国会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一
意孤行通过有关涉港法案，假“人权”

“民主”之名，行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之
实，为反中乱港势力和暴徒撑腰打气，
企图把香港推向持续动荡的深渊，实
现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图谋。我们正
告美方，任何搞乱香港、损害中国良好
发展局面的企图都是痴心妄想，任何
干预香港事务的企图注定失败。

5个多月来，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
暴力犯罪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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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暴徒更是

几近疯狂，制造多起令人发指的恶性犯
罪事件，致使无辜平民死亡、警员严重
受伤、商铺被打砸焚烧、交通大面积瘫
痪、学校被迫停课，广大香港市民的基
本权利和自由受到严重侵害和威胁。

大量事实表明，美国反华势力与
香港反中乱港势力狼狈为奸，是香港
持续暴乱的主要推手。从暗地里煽动
挑拨到公然赤膊上阵，美方从未停止
插手香港事务。此次美国国会有关涉
港法案更是无视客观事实，无视香港
居民的福祉，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的基本准则，把暴徒丧失底线、泯灭人
性的行径美化为追求“人权”与“民
主”，赤裸裸地为反中乱港势力撑腰壮

胆，其实质就是要搞乱香港，甚至毁掉
香港。这是对中国内政的赤裸裸干
涉，也是对广大香港同胞共同利益和
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

美方火中取栗，只会引火烧身。
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
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同胞享有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泛的民主权利
和自由。香港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独
特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尊
重，这一独特地位由基本法赋予，非任
何其他国家单方面施予。香港与包括
美国在内的世界多个贸易伙伴建立了
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过去十年，美国
在香港赚取大量双边贸易顺差，美国

驻港公司达到 1344 家，约有 85000 名
美国人在港居住。一个繁荣稳定的香
港，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
共同利益。美方一意孤行，不仅严重
伤害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
民的感情，也将严重损害包括美国在
内的世界各国在港利益。这种损人害
己的行径，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国政府绝
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在香港恣意妄
为。美方切莫低估了中国政府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贯彻“一国两
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意志和
决心；切莫低估了香港特区政府依法
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的信心和能力；

切莫低估了香港社会渴望止暴制乱、
恢复秩序的主流民意。

任何人、任何伎俩都阻挡不了香
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的步伐。中央政府将继续坚
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
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香
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保护香港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香
港繁荣稳定。

奉劝美方立即停止危险的“玩火
游戏”，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妄图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遏制中
国发展的卑劣用心，必然以失败告终。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任何干预香港事务的企图注定失败

美国国会参议院19日通过“香港
人权与民主法案”。这是美方为香港
激进势力和暴力分子张目，破坏香港
繁荣稳定，牵制中国发展的又一恶劣
行径，遭到中方坚决反对。

10月1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
过由少数议员提出的所谓“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在此之前的 9月 25
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外委会已经审
议通过该法案，众议长佩洛西还特别
邀请“反中乱港”分子黄之锋、何韵诗
和众议院两党议员一起参加以该法案
为主题的记者会。种种迹象表明，美
国方面正在趁香港修例风波的乱局而
越来越深地介入香港问题。

事实上，美国方面对香港一直用
力颇深，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制定了《美

国－香港政策法》，该法由国会两院
1992年通过之后由总统签署正式成
为法律。根据该法，美国政府承认中
英联合声明，并继续视香港作一个在
政治、法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与中
国内地完全不同的地区。

过去20多年间，美国国务院根
据该法曾向国会提交多份《美国－香
港政策法报告》，一些政治力量则多
次根据香港的形势要求国会讨论重
订该法，建议重新考虑和审视香港独
立关税区之地位与政策。在香港特
区发生非法“占中”期间，美国国会内
部的委员会已在酝酿提出“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其中要求国务卿恢复
每年就香港情势向国会提交《美国－
香港政策法报告》，总统向国会保证
香港享有足够自治来支持美国给予
特殊待遇。

而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

国会两院相继通过，此举可视为是美
国全面介入香港事务并完成从“英退
美进”到“美国主导”的转换。美国希
望将香港作为牵制中国的筹码和战略
博弈的棋子。

美国国会通过国内立法过程制定
法律进而对域外产生影响，这是美国
霸权“侧漏”的一种表现，也是美式战
略思维和政治运作的一种常规操作，
并无多少新意，在操作上也越来越力
不从心。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上
世纪七十年代在终止与台湾当局正式
外交关系的同时，又制定《与台湾关系
法》并由卡特总统签署生效，授权美国
政府继续维持美国与台湾间之商业、
文化及其他关系，以促进美国外交政
策。而今，在香港问题上，美国一些政
治人物也想如法炮制。

美国国会酝酿制定“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由来已久，这在一定程度上

显示了美国在世界格局重塑时代依然
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避免加速坠落
的不甘。事实上，今天美国在世界舞
台上的衰落和疲惫之态已呈现在世人
面前，其在全球的战略退缩已是不可
逆转的趋势。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
其主导的世界秩序所呈现出的瓦解趋
势，美国甚至要以逆全球化的动作来
维持其固有优势和既得利益。现在，
美国一些政治力量试图通过制定一部
法律来实现其震慑各方接受美国主导
的价值和秩序的政治目标，谈何容
易？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香港问题是中美利益的一个交叉
点和交错地带，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
位与政策，以及香港作为全球和区域
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经
济中心的角色，对美国来说是其构建
和主导的国际多边贸易秩序和经济框
架的重要一环。香港作为美国最大的

贸易顺差来源地，是为美国提供了获
取巨额经济利益的高端平台，美国利
用香港这个汇聚海内外资金的金融市
场分享到天文数字的金融服务利益。
美国在香港拥有仅次于中资企业数目
的企业总部，这些总部可以连接协调
美国在中国内地及东亚、东南亚地区
的企业运作，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20
多年评选香港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这一切都表明如果香港社会秩序和经
济运行受到严重破坏，美国的经济利
益也将严重损失。

香港不可能成为美国手中的风
筝，也绝不可能被美国的政策立场左
右。美国政客们希望在华盛顿拉着风
筝的长线扯一扯，然后就能在香港掀
起轩然大波，乃至于逼迫香港向美国
举白旗投降，这种设想无疑是徒劳的，
这一如意算盘必然落空。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评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 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李晓兵

热点关注

这张4月10日拍摄的资料照片显示，以色列
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向支持者致意。

以色列总检察长曼德尔卜利特11月21日晚
宣布，将正式起诉涉嫌贪腐的总理内塔尼亚胡。

新华社/法新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因涉嫌贪腐将被正式起诉

特朗普称将在2020年
大选投票前公布财务记录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21日电（记者徐剑梅
孙丁）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表示，他将在2020

年大选投票前的某个时候公布自己的财务记录。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当我在选举前的某

个时间公布我的财务报表时，它只会表明一件事
——我甚至比人们想象的富有得多。”

特朗普还抨击说，民主党人索要他的财务记
录是“猎巫”行动。

今年10月，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联邦巡回
上诉法院作出裁决，允许执行国会众议院监督与
改革委员会发出的调阅特朗普2011年至2018年
财务记录的传票。11月初，位于纽约市的联邦巡
回上诉法院也作出裁决，允许执行曼哈顿地区检
察官发出的调阅特朗普财务记录的传票。特朗普
律师团队近日就两起诉讼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联邦最高法院尚未决定是否受理。

11月22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斯里兰卡总
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右）与刚刚被任命为总
理的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合影。

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22日任
命16名新内阁部长，新内阁当天在位于科伦坡的
总统府秘书处宣誓就职。 新华社/法新

斯里兰卡新内阁宣誓就职

韩国推迟终止韩日军情协定
据新华社首尔11月22日电（记者田明 耿

学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2日决定，暂停终止韩
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通知的效力。这意味着韩
方实际上推迟终止韩日军情协定。

青瓦台当天下午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常任委
员会会议，讨论韩日军情协定相关立场。韩国总
统文在寅参会。青瓦台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有
根随后在记者会上表示，在韩日就出口管理政策正
常开展对话期间，韩方将暂停因日本限制向韩国出
口半导体原材料而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的申诉。

韩国媒体分析认为，韩方的决定相当于暂时
避免韩日军情协定失效，为韩日继续就贸易争端
和历史问题的磋商留出了余地。

日本政府7月初宣布加强审查与管控出口韩
国的三种半导体原材料，韩日贸易摩擦随后不断
升级。韩国政府8月22日宣布不再与日本续签
军情协定，即协定将于11月23日0时失效。

浮冰区破冰解围
北京时间19日15时许，航行在

南极圈外的“雪龙兄弟”首次结队向中
山站挺进。但在距中山站约200海里
处，密集浮冰挡住“雪龙”号去路，使其
航行困难。

见此情形，考察队决定让“雪龙
2”号走在前面破冰引航。

进入南极圈后，密集浮冰区越来
越多。虽然“雪龙2”号在前开道，但
其开出的水道迅即被乱冰堆积，“雪

龙”号前进困难。
20日中午时分，“雪龙”号被密集

浮冰围住。相距2海里左右的“雪龙
2”号立即掉转船头，为“雪龙”号拓宽
水道，及时解围。

“小试牛刀”陆缘冰
20日傍晚，两船抵达距离中山站

约13海里的陆缘冰区。“雪龙2”号随
即进行首次陆缘冰破冰作业，为将展
开大规模海冰卸货的“雪龙”号开道。

按照设计能力，“雪龙2”号能在

1.5米厚度冰加上0.2米厚度雪的冰情
下，以2至3节航速连续破冰行驶。

破冰约1海里后，“雪龙2”号退出
已破冰的航道，“雪龙”号沿此开进。

这只是“雪龙2”号“小试牛刀”，
它将破更长距离的陆缘冰，让“雪龙”
号停靠中山站更近，使其更安全、快捷
地将1450吨物资卸货。

中山站越来越近
20日 23时许，考察队开会商讨

“雪龙2”号破冰路线和卸货方案，连

夜开展空中和冰面探路、考察冰情，为
即将开展的继续破冰行动和海冰卸货
打基础。

考察队根据最新冰情分析研判，
确定破冰路线后，“雪龙2”号于21日
15时48分展开连续破冰作业。

陆缘冰区冰的厚薄各不相同，
因而破冰并非一条直线航道通往中
山站。

由于“雪龙”号在一个弯道无法拐
弯跟进，21日22时10分，已经破了几
海里冰路的“雪龙2”号再次掉头返回

施助，将弯道破冰取直。2个小时后，
“雪龙”号跟进，“雪龙2”号继续恢复
通往中山站方向的破冰。

22日，记者来到“雪龙”号船上，
这里已经在用直升机吊运一些中山站
和内陆出发基地急需的油料等物资。
与此同时，“雪龙2”号继续破冰，中山
站已经越来越近。待破冰到合适的位
置后，“雪龙”号再跟进，届时将开始海
空立体卸货。

（新华社“雪龙2”号11月 22日
电 记者刘诗平）

“雪龙兄弟”南极情深

中国第36次南极考察首次
截至北京时间 22 日

凌晨4时35分，“雪龙2”
号极地科考破冰船已在中
山站附近陆缘冰区破陆缘
冰约10海里。破冰作业顺
利推进，为“雪龙”号大规
模卸货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第 36 次南极考
察首次“双龙探极”。“雪
龙”号载货能力强、航速相
对较快，到南极的物资运
输主要由其承担；而首航
南极的“雪龙2”号破冰能
力强。进入南大洋浮冰区
以来，“双龙”互帮互助，
“兄弟”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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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探测器将在南极“试水”
未来探索冰封星球生命

据新华社洛杉矶11月22日电（记者谭晶晶）
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日前宣布，本月将在
南极测试一款冰下浮力探测器，未来有望用于探
测地外冰封星球上是否有生命存在的迹象。

据介绍，这个探测器长约1米，配有两个轮
子，搭载了大量科学仪器，能在冰水交接区域拍摄
照片、搜集数据，测量水溶氧含量、水矿化度、压
力、温度等与生物生存相关的参数。项目团队将
在澳大利亚南极科考站凯西站附近的湖泊和海岸
的冰层上钻孔，让探测器下探测试。

喷气推进实验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太阳系
有许多卫星被厚冰层覆盖，下面流淌着液态海洋，
比如木星卫星木卫二、土星卫星土卫二等。这些
冰下海洋中可能有生命存在。

为探寻冰下海洋的奥秘，探测器要能够自主
导航，穿过厚达10至19公里的冰层进入海洋。
据介绍，南极的海水与地外冰封星球上的海水最
为接近，因此是最适宜展开测试的区域。

项目首席科学家凯文·汉德认为，这些厚厚的
冰层是观察海洋的窗口，冰层中的化学成分支持
生物存活。冰封海洋是太阳系中最可能存在生命
的区域。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2 日电
（记者施雨岑）为保障和规范教师依
法履行教育、管理学生的职责，维护
师道尊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
成长，教育部22日对外发布《中小学
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
稿）》，提出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
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

征求意见稿提出，实施教育惩戒，
应遵循育人为本、合法合规、过罚适当、
保障安全的原则。同时，还拟明确一般
惩戒、较重惩戒、严重惩戒等具体内容。

征求意见稿提出，教师在教育教

学管理、实施教育惩戒教育过程中，
不得有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
身体痛苦的体罚行为，辱骂或者以带
有歧视、侮辱的言行贬损等侵犯学生
人格尊严的行为等。

征求意见稿提出，学校应当依法
制定、完善校规校纪，明确教师实施
学生管理和教育惩戒的具体情形和
规则。学校制定校规校纪，应当广泛
征求教职工、学生和家长的意见。校
规校纪应当提交家长委员会、教职工
代表大会、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
实施，并报主管教育部门备案。

教师如何使用“戒尺”？

教育部：拟明确教师惩戒权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记

者于文静）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局长杨振海22日表示，10月份生猪
生产主要指标都出现了积极变化，
年底前存栏有望止降回升，市场供
应明显增加或将在明年下半年，力
争明年底生猪存栏基本恢复到常年
80%左右水平。

杨振海是在农业农村部22日
举行的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他介绍，随着扶持生猪生产各
项利好政策落实落地，加上市场行
情看好，养殖户补栏增养积极性明

显提升，10月份生猪生产主要指标
出现积极变化。全国能繁母猪存栏
首次止降回升，环比增长0.6%，这是
自去年4月以来环比首次增长；全国
年出栏50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生
猪存栏环比增长0.5%，能繁母猪存
栏环比增长4.7%，均已连续两个月
环比增长。全国生猪存栏降幅进一
步收窄，生猪生产恢复面不断扩大。

“从这些积极因素判断，当前全
国生猪产能下滑已基本见底，年底
前存栏有望止降回升，这也是我们
的目标。”杨振海说。

他同时表示，生猪生产有自身
的规律和周期，恢复生产需要一个
过程。一般来说，母猪补栏从出生
到可以配种需要7至8个月时间，能
繁母猪怀孕时间接近4个月，育肥猪
出栏上市需要6个月时间。

他说，对于明年上半年的生猪
生产来说，主要取决于今年下半年
能繁母猪存栏的数量。目前能繁母
猪存栏止降回升，照此趋势发展，在
疫情防控持续推进、形势总体稳定
的情况下，明年上半年生猪生产将
进一步好转。

今年底生猪存栏有望止降回升

农业部：力争明年底恢复到常年80%左右

“双龙探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