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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山东舰入列有关问题
海军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黎云）海军新
闻发言人程德伟18日就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
山东舰命名、舷号、仪式举办地、技术性能等问题，接
受了记者书面采访。

在问到我国第二艘航母被正式命名为山东舰
主要是基于什么考虑时，程德伟表示，《海军舰艇
命名规定》明确，巡洋舰和两栖攻击舰及以上级别
舰艇以行政省和直辖市名命名。根据这一规定，
综合考虑各省、直辖市申请意愿等各方面因素，我
国第二艘航母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
舰”。另外，根据舰艇命名惯例，为保持航母舷号
衔接有序、整齐统一，山东舰舷号在辽宁舰基础上
顺延为“17”。

关于山东舰交接入列仪式的举办地点，程德伟
告诉记者，海军按照既定计划和部署，稳妥有序推进
航母平台和军港码头等配套设施建设。交接入列仪
式的地点，是统筹考虑航母试验试航等总体工作安
排确定的。

“山东舰与辽宁舰相比在技术性能上有哪些进
步和改进？”程德伟说，山东舰立足国内自主设计建
造，重点解决了航母总体设计、船体建造、主动力装
备国产化研制等问题，提高了综合作战效能和综合
保障水平。

外交部：

坚决反对美方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郑明达）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18日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出口
管制措施，干涉、限制企业之间正常的交往与合作。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
政府特别是美商务部正在完善有关限制向中国出
口尖端科技的规定，包括量子计算、3D打印等技
术。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
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干涉、限制企业之间正常
的交往与合作。中方敦促美方多做有利于促进中
美互信与合作的事，而不是相反。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美方不要以为限制对
华出口尖端科技能够阻止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够
迟滞中国的发展进步。他们有些太自以为是
了。”耿爽说。

耿爽表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
就，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流血流汗拼
搏出来的。无论美方限制也好、干扰也好、破坏也
好、封锁也好，对中方都造不成太大的困扰，暂时
的一些挫折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昂扬
斗志。“我们对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中国的发展壮大
充满信心。”他说。

新华社长沙12月18日电（记者
刘奕湛 陈文广）17日至18日，湖南
省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对被告
人杜少平等人故意杀人案及其恶势
力犯罪集团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并当
庭宣判。被告人杜少平犯故意杀人
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

经审理查明，2001年12月，杜少
平承揽了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中400
米操场土建工程，聘请被告人罗光忠
等人管理。新晃一中委派总务处邓
世平、姚本英（病故）二人监督工程质

量。在施工过程中，杜少平因工程质
量等问题与邓世平产生矛盾，对邓世
平怀恨在心。2003年1月22日，杜
少平伙同罗光忠在工程指挥部办公
室将邓世平杀害，当晚二人将尸体掩
埋于操场一土坑内，次日罗光忠指挥
铲车将土坑填平。

2008年以来，以杜少平为首要
分子，被告人江少军、姚才林、杨华、
杨松、宋峙霖、王红、成珊、杨天豪、王
文、杨澄、张仕杰、杨德勇为成员的13
人形成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以暴力、
威胁等手段催收高利贷本息、插手民

间纠纷，从中谋取不法利益，共同故
意实施了寻衅滋事、非法拘禁、聚众
斗殴、强迫交易等多起犯罪活动。此
外，2005年4月，杜少平还伙同他人
故意伤害致一人轻伤。

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杜少平伙同被告人罗光忠故
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轻伤；组
织、领导恶势力犯罪集团实施寻衅滋
事、非法拘禁、聚众斗殴、强迫交易等
犯罪活动，杜少平的行为已分别构成
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

罪、非法拘禁罪、聚众斗殴罪、强迫交
易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
万元。被告人罗光忠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其他12名被告人分别被
判处一年至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被害人亲属、部分被告人亲属、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
约280人旁听了庭审。

新晃“操场埋尸案”涉及的相关公
职人员涉嫌渎职犯罪等案件正在依法
办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新晃“操场埋尸案”一审宣判

决定对杜少平执行死刑

香港新界严重交通事故造成6人死亡

国务院港澳办表达慰问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12月18日下午4

时许，香港新界粉岭公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截
至18时30分，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徐露颖表示，我们对发生这
样的事故深感震惊和悲痛，对不幸遇难者表示沉
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受伤人员表达深切慰
问。我们注意到特区政府已经全力展开了救援工
作。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连日来，澳门喜迎回归祖国20周
年气氛渐浓。在澳门的大街小巷，鲜艳
的五星红旗和绿色的澳门特区区旗迎
风飘扬。在主要街道两旁的灯柱上，悬
挂着中文和葡文字样的“庆祝回归祖国
二十周年”标识。金莲花广场上，金灿
灿的“盛世莲花”雕塑显得愈发庄重。

进入12月以来，澳门市政署在各
区不同地点布置了数十组大型灯饰。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灯饰大多融
入庆祝回归20周年的元素，让市民和
游客感受到了浓浓的喜庆氛围。在澳
门的各大公园、广场等地，以数字

“20”为特点的灯饰随处可见；在议事
亭前地，圣诞树和雪花造型灯饰、大型
灯光隧道等都带有“20”字样的灯牌，
夜幕降临后尤为亮眼。

在澳门科学馆内，作为系列庆祝
活动的一部分，由特区政府高等教育
局主办的“我与特区共成长”澳门大学
生艺术创作展览正在举行。展区不
大，却汇集了30多项由澳门大学生创
作的艺术作品，涵盖微电影和音乐创
作、服装设计、绘画、摄影等不同领域。

在澳门旅游塔内，大屏幕上交错
显示“热烈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
年”字样和国旗区旗。

距离议事亭前地不远的大三巴牌
坊一带，游客络绎不绝，街边不少商铺
内摆有五星红旗。在大三巴附近经营
一家老字号糖水店的澳门居民王女士
告诉记者，她从新闻中得知国家领导
人来澳门出席庆祝活动，心里感到很
自豪。“澳门人热爱祖国，善良友好，期

盼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发展。”
入夜后，“2019澳门光影节”在大

三巴举行，来自澳门、内地以及西班
牙、葡萄牙和日本的光雕表演队伍带
来了精彩的表演，呈现澳门昔日的渔
村风貌、中西交融的文化和回归祖国
20年来的城市变迁。2019支荷花灯

饰组成的“荷塘”，吸引不少居民和游
客驻足留影。

澳门特区政府发言人、新闻局局长
陈致平介绍，特区政府大约一年前就启
动了澳门回归20周年庆典活动的筹备
工作。这段时间以来，无论是特区政
府还是民间团体，都投入了很多精

力。目前，相关准备工作已安排到位。
陈致平说，最近一个月来，特区政

府和民间团体举办了很多活动，让澳
门社会庆祝回归20周年的气氛持续
升温。大家都很重视这些庆祝活动，
希望办得有声有色，展现澳门成功践
行“一国两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等

各项成就。
为了迎接回归祖国20周年，澳门

邮政还将于20日发行“澳门回归祖国
二十周年”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
部队进驻二十周年”邮票。

（据新华社澳门12月18日电 记
者胡瑶 郜婕 周文其）

莲花绽放，全城欢动
——澳门喜迎回归祖国20周年

12月18日，游客在澳门龙环葡韵游览。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天高海阔，风正帆悬。12月17
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交付海
军。习近平主席出席交接入列仪式
并登舰视察。全军官兵第一时间通
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收听
收看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备感鼓
舞，反响强烈。

“习主席亲自参加航母交接入列
仪式，这既是对海军部队的亲切关
怀、莫大鼓舞，又是巨大鞭策和激
励。”海军党委机关在收看入列仪式
后，第一时间组织各部门展开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山东舰入列对加快海
军转型建设意义重大，执掌大国重器
需要大担当、大作为，海军官兵一定
要牢记习主席嘱托，忠诚履职尽责，
聚力练兵备战，推动国产航母尽快形
成战斗力。

山东舰舰长来奕军曾在辽宁舰
服役，习主席视察辽宁舰时的殷殷
嘱托，他句句铭刻在心。他表示，山

东舰入列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航母部队官兵将牢
记职责，不辱使命，争取早日形成战
斗力和保障力，再接再厉，为党和人
民再立新功。

航母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海
军实力的象征。驻守在北洋水师故
地，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官兵收看国
产航母入列仪式后心潮涌动。18日，
黄石舰组织官兵赴刘公岛开展了主
题教育活动。舰长王峰说：“中国人
的航母情结，源于海权尽失的伤痛，
源于民族危亡的屈辱。今天，建设一
支拥有航母的强大海军，寄托着中华
民族向海图强的历史夙愿，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我们
要牢记习主席的嘱托，努力锻造听党
指挥、政治过硬的海上劲旅。”

国产航母入列是近年来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武器装备现
代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生动写

照。第83集团军某旅、战略支援部
队某旅、空降兵某旅、海军航空兵某
师、海军某潜艇支队、武警兵团总队
某支队等部队官兵在讨论中谈到，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把
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国家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来运筹，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从歼-20到运-20再到直-
20，从国产新型万吨驱逐舰到国产
航母，从升级换代的“陆战之王”到
全新亮相的“东风快递”，越来越多
的新型现代化装备列装部队，官兵
们执掌的大国重器越来越多，打赢
的底气越来越足，捍卫和平的能力
越来越强。我们要牢固树立科技是
核心战斗力的思想，积极掌握新装
备操作技能，探索新装备作战运用，
加速新质战斗力生成。

发展航母事业，提升保卫世界
和平的能力，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

的必然要求。正在非洲刚果（金）执
行维和任务的第77集团军某旅官
兵、即将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
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官兵
说，我国向来坚持“与邻为善、以邻
为伴”，其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军
事战略不会因为拥有航母的多少而
发生改变。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
任理事国中，我国派出的维和军事
人员最多。中国军队强大了，是世
界和平力量的壮大。历史已经证明
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国产航母列装形成战斗力还
需很长一段时间，人民军队的航母
事业依然任重道远。”现场见证山东
舰交接入列的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
官兵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围绕航母
编队全面形成体系作战能力，积极
锻造航母编队作战体系的“尖刀利
刃”，为推进海军航空兵转型建设发
挥积极作用，绝不辜负党中央、中央

军委和习主席的期望和重托。
国产航母入列，全军将士备感

振奋。各部队纷纷以此为契机激励
广大官兵用好手中武器装备，聚力
练兵备战。火箭军某团官兵在雪域
高原展开复杂环境下通信训练，西
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基地官兵集智攻
关提升库房保障效率，海军航空大
学某团组织飞行学员进行三代机高
难课目训练，第74集团军某旅大力
推进群众性练兵活动，中部战区空
军雷达兵某旅组织官兵赴陌生严寒
地域驻训……官兵们纷纷表示，一
定要深入开展实战化训练，练就过
硬本领，发挥武器装备的最大效能，
忠实履行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
生活的神圣职责，忠实执行维护世
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记
者梅世雄 黎云 解放军报记者王天
益 陈国全）

牢记亲切关怀 奋力强军兴军
——习主席出席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交接入列仪式在全军官兵中引发强烈反响

四川资中发生5.2级地震
9人受伤，11968户停电

据新华社成都12月18日电（记者童芳 张海
磊）据四川内江市应急管理局通报，截至18日11时
30分，资中5.2级地震已致9人受伤，其中重伤4人，
均已送至医院治疗；房屋倒塌20间，142个台区、
11968户停电，3座移动通信基站受损停止工作。

18日8时14分，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发生
5.2级地震，震源深度14千米。

据统计，内江全市各类救援队伍2000多人已
赶赴灾区抢险救援，其中包括公安警力800余名，
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37人，消防救援力量12辆
车64人，武警70余人（100人机动待命），民兵130
人，交通部门208人，水利部门12人，电力部门
610人，通信部门35人，燃气部门10人。目前，灾
情核实、相关救援排险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四川省地震局专家根据区域构造、历史地震
序列类型、震源深度、震源机制等方面资料，综合
分析认为，震区近日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海关重拳端掉20个

“洋垃圾”走私犯罪团伙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记
者申铖 刘红霞）海关总署18日针对

“洋垃圾”走私启动“蓝天2019”专项
第3轮集中行动，一举打掉走私犯罪
团伙2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2名，查
证走私废矿渣、废塑料等各类破坏生
态环境涉案货物7.91万吨。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海关总署将压茬实施“蓝天2020”
专项行动，筑牢境外、口岸、国内三道
防线；会同相关部门大力推进齐抓共
管、多措并举、联防联控联治；深化国
际执法合作，建立健全打击固体废物
走私长效机制，坚决将“洋垃圾”封堵
于国门之外。

搜救工作结束

贵州安龙县煤矿事故
共造成16人遇难

新华社贵阳12月18日电（记者施钱贵、杨
欣）记者从搜救抢险现场了解到，经连夜搜救，18
日9时许，贵州安龙县煤矿事故被困2人遗体已
发现并运送出井，事故共造成16人不幸遇难。

12月17日1时30许，安龙县广隆煤矿发生
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经初步核实，当班井下作业
人员23人，其中7人安全升井，14人死亡，2人
被困。贵州省、州、县三级全力组织搜救。

目前，事故抢险搜救工作结束，当地正在开展
善后和事故调查工作。

新华社里斯本12月18日电（记
者温新年 赵丹亮）连日来，葡萄牙各
界人士出席研讨会、座谈会和图片展
等纪念澳门回归中国20周年活动，赞
扬澳门回归20年来取得令人瞩目的
发展成就，高度评价“一国两制”在澳
门的成功实践。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高度评价澳门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认为澳门的和谐
稳定发展已经成为葡中友好关系的有
力见证。两国顺利解决澳门问题，为
国际社会解决类似历史遗留问题树立

了典范。他还对葡语在澳门的保存与
发展表示赞赏。

葡萄牙总理科斯塔高度评价中
国在澳门实施的“一国两制”方针，
称赞“一国两制”为澳门和澳门人民
带来了令人称赞的物质和社会繁
荣，为保持澳门的文化多样性做出
了贡献。

葡萄牙外交部长席尔瓦说，葡中
两国求同存异，始终相互尊重，一贯恪
守澳门基本法，葡方在澳门问题上始
终坚持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一原则立场，在联合国、欧盟和葡语
国家共同体等框架下积极发展对华友
好关系。

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热罗尼莫·
德索萨说，澳门回归20年来在各领域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繁荣发展，
社会良好运行。澳门在促进葡中两国
和两国人民友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并已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
对话的桥梁。

前澳门总督李安道说，澳门回归
后政治经济生活揭开新篇章，在经济

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保存了原有的生
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保持与葡萄牙和
葡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相信澳门
的未来一定更加美好。

葡萄牙新丝路协进会主席易曼晖
说，“一国两制”构想在澳门顺利实施，
澳门人民非常高兴，生活变得更加富
裕。他们未来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实
现经济多元化以及如何更好地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

爱都集团董事兼执委会主席蔡
文显说，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呈现

出经济欣欣向荣、社会繁荣昌盛的局
面，澳门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澳门
真正实现了主权回归和人心回归，这
表明“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在澳门的实
践非常成功。

葡萄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
长周一平说，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
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说明“一国两
制”在澳门的实践很成功，说明“一国
两制”符合澳门的实际，“一国两制”
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在实践中也完全
行得通。

葡萄牙各界人士高度评价澳门回归20年来发展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