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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11月
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研究部署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编制
专题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
总理韩正出席会议。

会上，发展改革委汇报了“十四
五”规划编制工作有关情况及下一
步建议。李克强说，“十三五”规划
实施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
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
深化改革，积极主动扩大开放，有效
应对国际国内各种风险挑战，经济
保持中高速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结构调整、脱贫攻坚、民生改善等都
取得新进展，规划主要目标任务完
成进度符合预期。行百里者半九
十。各地区各部门要扎实做好“十
三五”规划后续实施工作，为“十四
五”发展打下更好基础。

李克强指出，“十四五”时期，外
部环境可能更加复杂，不确定性和挑
战更多，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
时期，人民对美好生活有更多期盼。
编制好“十四五”规划，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把发展机遇研判准，把困难挑
战分析透，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
阶段，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突出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高质量发
展，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突出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实事
求是、遵循规律，着眼长远、统筹兼
顾，提出“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工
作思路、重点任务，给社会良好预期，

激励全国上下努力奋进。
李克强说，要认真谋划“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围
绕推动经济发展、增进人民福祉、防
范化解风险等，研究推出一批重大政
策。围绕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激发市
场活力，研究推出一批重大改革开放
举措，尤其要按照厘清政府和市场、
政府和社会关系的要求，在深化“放
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营商环境上取得更大进展。围绕
补短板、促升级、增后劲、惠民生，研
究推出一批重大工程和项目，更加注

重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着力提升基础
设施水平，增强产业创新力和竞争
力，促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群
众生活水平。

李克强要求，各部门要密切配合，
深入调查研究，汇众智聚众力，精心组
织、抓紧起草形成“十四五”规划《基本
思路》，在此基础上，组织开展重大专
题研究，征求各方面和专家的意见，群
策群力，进一步做好起草规划《纲要框
架》的工作。

孙春兰、胡春华、刘鹤、魏凤和、王
勇、肖捷、巴特尔、何立峰参加会议。

李克强主持召开研究部署“十四五”规划编制专题会议强调

高水平编制好“十四五”规划

新华社北京11月 26日电 外
交部副部长郑泽光 25 日召见美
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就美国
会参众两院通过所谓“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提出严正交涉和强
烈抗议，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

误，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
内政。

郑泽光指出，香港是中国的
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
何外国无权干涉。美国会上述法
案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并罔顾事

实、指鹿为马，纵容和支持“反中
乱港”势力的暴力犯罪行为，严重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坚
决反对。

郑泽光强调，中方捍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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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搞乱香港、破坏香港稳
定 繁 荣 的 图 谋 都 绝 不 可 能 得

逞。中方强烈敦促美方认清形
势，立即纠正错误，阻止上述涉
港法案成法，停止任何插手香港
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否
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完
全由美方承担。

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利用涉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新华社北京11月 26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
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就美国国
会近日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杨洁篪说，美国国会不顾中

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坚决反对，通
过所谓“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中方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和强
烈谴责，已就此向美方表明严正

立场。
杨洁篪强调，香港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不得干
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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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
有关法案严重损害中方利益，严
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香港当务
之急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中
方敦促美方认清形势，立即阻止

该案成法，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
止干涉中国内政。美方任何企图
利用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
碍中国发展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香港在祖国内地强有力支持下必
将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杨洁篪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美国国会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美国国会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
涉和香港社会强烈反对，通过所谓

“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粗
暴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一些政客出
于搞乱香港以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
图谋，公然为香港暴力犯罪分子张
目撑腰、给乱局火上浇油，这种火中
取栗的危险之举，严重违背道义和
公理，必将付出代价。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当下香
港最紧迫的任务。看看世界上那些
发生骚乱的地方，社会失序的后果都
是人权与民主遭到巨大破坏。一段
时间以来的香港，就出现了这种令人
痛心的状况——暴力犯罪分子有恃

无恐，制造多起令人发指的恶性伤人
事件，甚至导致无辜平民死亡；商铺被
打砸抢烧，交通大面积中断，学校停
课，广大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
严重损害和威胁。试问，哪一个文明
社会能够容忍野蛮暴行？哪一个法
治社会能够放任肆意破坏？止暴制
乱，文明所需，法治所依，民心所向！
只有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犯罪活动，
才能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的福祉，才
能保持香港社会长期繁荣稳定。

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良知、讲公道
的人都能明白，香港绝不能继续乱下
去了。正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指
出的，随着社会动荡，一个个香港“招

牌”的霓虹灯在依次关掉，流失的是香
港的未来。香港本是世界最重要的贸
易、金融中心之一，香港乱下去，不止
香港本地人遭殃，各国在港企业也必
定跟着蒙受损失。面对香港乱象，美
国许多企业已经忧心忡忡。根据美方
统计，过去10年，美国在香港赚取的贸
易顺差在其全球贸易伙伴中是最大
的，单在2018年已超过330亿美元。
有关数据显示，现有1344家美国驻港
公司中，278家是地区总部；此外，约有
8.5万名美国人在港居住。香港美国
商会会长塔拉·约瑟夫对此十分清醒，
他一再强调“眼下对香港至关重要的
就是停止暴力”。

反观美国一些政客的做法，借乱
局牟取私利，为私利挑战公理，令国

际有识之士十分不齿。近期曾访问
香港的埃及《金字塔晚报》副总编塔
里克·萨努提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能
忽视的是，美国在香港暴力事件中煽
风点火，并试图从中获取私利……香
港问题绝不仅仅是表面的问题，背后
的大国政治利益才是其不断演化的
最主要因素。”必须严正指出，美国国
会通过的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并罔顾
事实、指鹿为马，纵容和支持“反中乱
港”势力的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违反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乌云不可能永远遮住太阳，云
开雾散终有时。有目共睹，越来越
多香港市民挺身而出，用清理路障
的行动、用支持警察的声浪，抵制

“假民主”，坚决反暴力。事实一再
教育人们，秩序是发展必须，法治是
繁荣基石。香港 20 家公司近日联
合五大商会向全香港市民发出公开
信，呼吁所有希望香港好的人共同
发出正能量，向暴力说不，全面实现
止暴制乱，保护大家共同的家园。

毫无疑问，香港止暴制乱的正
义之举是人心所向，美方任何形式
的霸权干涉都注定是徒劳的。奉劝
美国一些政客看清世界潮流，看准
人心走向，放弃玩火游戏，不要再做
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事
情。要知道，中方决不会允许任何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破坏“一国两
制”的企图得逞。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止暴制乱的正义之举乃人心所向
■ 钟声

新华社长沙 11 月 26 日电 记
者从湖南省扫黑办和怀化市委获
悉，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深挖出
的历史积案新晃“操场埋尸案”（邓
世平被杀案）已经彻底查清，杜少
平及其同伙罗光忠被依法逮捕，并
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该
案涉及的黄炳松等 19 名公职人员
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相
应党纪政务处分，其中10人因涉嫌
犯罪被依法逮捕并移送审查起诉；
杜少平涉恶犯罪团伙 13 名成员被
依法逮捕并提起公诉。

2019年4月中旬，新晃县公安局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查获杜少平
涉恶犯罪团伙，并向社会广泛征集线
索。5月，怀化市公安局在核查中央
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交办的邓世平
被杀案线索时，发现杜少平与该案关
联极大。经深入侦查，公安机关根据
杜少平、罗光忠的供述和现场指认，
于6月20日凌晨在新晃一中操场挖
出一具人体遗骸，经DNA鉴定确认
为邓世平遗骸。

新晃“操场埋尸案”引发社会广
泛关注，全国扫黑办将此案列为重点
督办案件。湖南省委高度重视，要求
依纪依法、从严从快查办案件，对涉
案人员及其背后的“保护伞”“关系

网”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湖南省、怀
化市、新晃县有关部门迅速成立专案
组，彻查新晃“操场埋尸案”、杜少平
涉恶犯罪团伙案及其背后的“保护
伞”“关系网”。

一、新晃“操场埋尸案”
查办情况

经查，2001 年，新晃县下岗职
工杜少平采取不正当手段，违规承
建了新晃一中操场土建工程，并聘
请罗光忠等人管理。在施工过程
中，杜少平对代表校方监督工程质
量和安全的邓世平产生不满，怀恨
在心，于 2003 年 1 月 22 日伙同罗
光忠将邓世平杀害，将尸体掩埋于
新晃一中操场一土坑内。案发后，
时任新晃一中校长黄炳松（杜少平
舅舅）为掩盖杜少平的杀人犯罪事
实，多方请托、拉拢腐蚀相关公职
人员，时任新晃县公安局党委副书
记、政委杨军（杜少平同学）等人接
受请托，干扰、误导、阻挠案件调
查，导致该案长期未能侦破。杜少
平、罗光忠到案后，对杀害邓世平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2人均
被依法逮捕，并以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提起公诉。

二、新晃“操场埋尸案”
背后的“保护伞”“关系网”
查办情况

湖南省、怀化市、新晃县纪检监察
机关会同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深挖彻
查新晃“操场埋尸案”背后的“保护伞”

“关系网”，对19名失职渎职公职人员
作出严肃处理。

黄炳松，时任新晃一中党总支书
记、校长（已退休），在得知杜少平杀害
邓世平并埋尸于操场后，伙同杨军等
人帮助杜少平逃避法律追究，涉嫌徇
私枉法罪（共犯）。给予其开除党籍处
分，取消其退休待遇，对其涉嫌犯罪问
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杨军，时任新晃县公安局党委副
书记、政委，在得知杜少平杀害邓世平
后，接受杜少平和黄炳松的钱物和请
托，利用职务之便，干扰、误导、阻挠案
件调查，帮助杜少平逃避法律追究，涉
嫌徇私枉法罪。给予其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杨荣安，时任新晃一中办公室主
任，在邓世平被杀案发生后，出于个人
私利，按照黄炳松的指使，帮助杜少平
逃避法律追究，涉嫌徇私枉法罪（共

犯）。给予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

时任怀化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正科
级侦查员、副主任法医邓水生（已退
休），时任新晃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刘洪波，时任新晃县公安局刑侦大
队大队长曹日铨，时任新晃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副大队长陈守钿，时任新晃县
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陈领，在参与办
理邓世平被杀案过程中，接受黄炳松
的请吃或钱物，不依法履行职责，涉嫌
渎职犯罪。给予5人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取消其退休待遇等处分，对其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时任新晃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蒋爱国，时任怀化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杨学文（已退休），在办理邓世平
被杀案过程中，不依法履行职责，涉嫌
渎职犯罪。给予2人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取消其退休待遇等处分，对其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时任怀化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案
指导大队大队长徐勇，时任怀化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黄均平，时任新
晃县副县长龙胜兰，时任新晃县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杨清林，时任新晃县委
副书记张家茂，时任新晃县委书记王
行水，时任怀化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伍绍昆，时任怀化市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汪华，时任湖南省民委
党组成员、副主任田代武（曾任新晃县
委书记）等9人，在办理邓世平被杀案
中存在失职渎职或其他违纪违法问
题，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党内严重警
告、党内警告、政务撤职等党纪政务处
分。另，杨清林还涉嫌其他违法犯罪
问题，已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三、杜少平涉恶犯罪团
伙查办情况

经查，从2008年起，杜少平纠集
姚才林、杨松、杨华、江少军等人，在新
晃县晃州镇、扶罗镇等地非法放贷、暴
力催债、非法插手民间纠纷，共同故意
实施寻衅滋事、非法拘禁、聚众斗殴、
强迫交易等犯罪活动13起，形成了以
杜少平为首的涉恶犯罪团伙。该涉恶
犯罪团伙13名成员，均被依法逮捕并
提起公诉。

目前，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有关
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湖南省扫黑办、怀化市委表示，将
持续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无
论是陈年旧案还是新发案件，无论涉
及什么“保护伞”“关系网”，都将查深
查透、依纪依法严肃公正处理。

湖南深挖彻查新晃“操场埋尸案”

19名涉案公职人员被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陈杰人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新华社长沙11月26日电（记者陈文广 席
敏）26日，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陈杰
人涉嫌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强迫交易、
行贿罪，被告人陈伟人涉嫌寻衅滋事、敲诈勒索
罪，被告人刘敏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桂阳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被告人陈杰人、陈伟人、刘敏到庭参加诉讼，三被
告人的辩护人出庭辩护。

桂阳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15年以来，
被告人陈杰人等人为谋取不法利益，利用陈杰人

“网络大V”的身份，在网络上发布虚假、负面信
息，恶意炒作有关案事件，恶意攻击、诋毁党政机
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起哄闹事，强迫他人
接受服务，敲诈勒索公私财物，逐步形成以陈杰人
为首，被告人陈伟人、刘敏及邓江秀（另案处理）、
艾群辉（另案处理）为成员的网络恶势力，实施寻
衅滋事犯罪5起、敲诈勒索犯罪2起、非法经营犯
罪6起、强迫交易犯罪2起，非法获利1048.7万
元。2013年至2016年，被告人陈杰人还伙同刘
利群（另案处理）在向湖南省娄底市中心医院推销
药品过程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该院李长茂
（另案处理）等人行贿共计554.246万元。

庭审中，法庭主持控辩双方围绕指控的事实
进行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被告人陈杰人、陈伟
人、刘敏作了最后陈述，三被告人均当庭表示认
罪、悔罪。法庭将择期宣判。

被告人的亲属、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
闻记者、以及社会各界群众约50人旁听了庭审。

11月26日，在香港交易所，10位来自全球各
地的生态伙伴共同敲响开市锣。 新华社发

阿里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最多在港集资1012亿港元

新华社香港11月26日电（记者李滨彬）阿
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阿里）26日正式在香
港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首个同时在美股和港股
两地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阿里当日开盘报每
股187港元，较176港元的发售价上涨约6.25%；
午盘收报每股188.10港元，较发售价涨6.88%。

阿里巴巴此次发行5亿股新股，另有7500万
股超额认购权，按照176港元的定价，阿里巴巴最
多在港集资1012亿港元（约合130亿美元）。

阿里上市当日，港交所大堂中外宾客和媒体
云集，共同见证阿里“回归”香港市场的历史时刻。

2014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阿里巴巴上
市钟声的8位客户，7位是中国面孔，且都来自电
商行业。今天，一群“世界人”在中国见证阿里巴
巴上市。

26日，敲响阿里香港上市铜锣的是10位全
球各地的生态伙伴，他们来自中国、新加坡、荷兰、
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澳大利亚和卢旺达，所在
领域涵盖云计算、金融服务、物流、物联网、本地生
活服务等，折射了阿里巴巴数字经济体繁荣的方
方面面。

在港交所现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张勇表示：“今年是阿里巴巴的第20
周年，在20岁生日之际，我们迎来了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就是‘回家’，回香港上市。”

阿里巴巴曾打算在香港上市，但因香港未实
行“同股不同权”机制而改为远赴纽交所上市，共
筹集了250亿美元，成为2014年全球规模最大的
IPO。

香港交易所进行的25年来最大的上市制度改
革于2018年4月30日正式生效，便利不同投票权
架构的创新型公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等新经
济公司在香港上市，以及为寻求在香港作第二上市
的中资及国际公司设立新的第二上市渠道。

阿里巴巴成为港交所上市制度改革后首家在
香港第二上市的海外发行人，并以“同股不同权”
架构在港上市。

张勇表示，特别感谢香港，感谢港交所，因为
过去几年香港的创新，香港资本市场的改革，使
阿里巴巴5年前的遗憾今天能够得以弥补，实现
曾作出的承诺：“如果条件允许，香港，我们一定
会回来”。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阿里巴巴今
天终于“回家”。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在海外的中
国企业陆续回港，这将为香港资本市场再绘美
好画卷。

此前，小米集团和美团点评以“不同投票权”
架构在港交所上市，并已于2019年10月28日正
式纳入港股通。

李小加表示，在港上市的企业纳入港股通需
要内地监管机构、交易所和指数公司共同决定和
努力，中国内地老百姓有一天一定能坐在家里投
资阿里的港股。

经过20年的发展，阿里已从成立之初的一家
电子商务公司发展成为初具轮廓的横跨数字商
业、数字金融、智慧物流、云计算大数据等的数字
经济时代的商业基础设施提供商，并由此形成了
一个独特的数字经济生态。张勇表示，到2036年
阿里将服务全球20亿消费者，创造1亿就业机会
和帮助1000万中小企业盈利。为达到这个目标，
阿里巴巴将坚定推进全球化、内需、大数据和云计
算三大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