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至上
克服挑战谋求幸福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
守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中
国共产党成立99年的历史，就是一部
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巴勒斯坦
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中央委员、阿
拉伯关系和中国事务部部长阿巴斯·
扎基如是说。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不懈奋斗，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伊拉克共产党总
书记、前科技部长拉伊德·法赫米这样
评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
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

时光进入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
冠疫情带来严峻挑战。世界看到，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筑起抗疫钢
铁长城，谱写了人民至上、紧紧依靠
人民的战“疫”篇章。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老挝

人民革命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京培·
蒙昂维莱表达了他的观感：“中国共
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经过
新冠疫情淬炼，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
至上的本色进一步彰显。”

这场战“疫”是党和国家推进治
理能力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国行动，
世界瞩目。

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古纳塞
克拉认为，中国领导人果断动用一切
资源和手段，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
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为人类事业做出
的贡献深表赞赏和钦佩。

东帝汶重建全国大会党主席夏
纳纳和总书记黎发芳联名致函表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场抗疫行动
成为将人民福祉置于最优先位置的
生动写照。

只争朝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
中国将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全球减贫

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中国的成功
经验告诉我们，依靠正确决策和坚决
执行，非洲国家也可以摆脱贫困——
肯尼亚执政党朱比利党总书记拉斐
尔·图朱这样评论。

中国共产党迎来99周年华诞，这
也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
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对此，扎基表示，尽管新冠疫情
为中国实现脱贫目标带来新挑战，但
中国依然坚持这一目标。如期完成
脱贫攻坚任务后，中国将提前实现联
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
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
这么短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
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当今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
共产党的智慧和领导发挥了重要作
用。”埃及共产党总书记萨拉赫·阿
兹利说，中国共产党以中国人民的
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制定适合中国
国情的发展计划，让中国从一个贫

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经济增长的
引擎。

阿兹利表示，中国的减贫成就证
明，中国共产党时刻努力为人民服
务。“中国共产党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是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和合共生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始终把自身
发展寓于世界发展潮流之中，秉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肩负大国担当
——这是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高
级研究员何塞·罗瓦伊纳对中国共产
党的深刻印象。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在全球公
共卫生危机、经济严重衰退等挑战面
前，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推动国际社会携手抗疫、共克时艰，
促进世界经济稳定，推进全球治理，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展现负
责任大国的担当，为世界带来信心和
力量。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久加诺夫表示，中国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带领下取得抗疫斗争的重
要成果，中国还积极帮助其他国家抗
击疫情，以实际行动印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

多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
献率超过30%，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
长的重要引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

对此，阿兹利评论说：中国共产
党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还通过“一
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发展贡献智慧，
中国开展的国际合作是和平、互利
的。图朱表示，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
坚定捍卫者，正用行动诠释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记者
王玉 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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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
“我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海南海王房地产有限公司等9户债权
包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本资产包总金额为20，666.41万
元，包含债权9户，涉及本金2,729.99万元，利息17,936.42万元
（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20年5月31日），分布在海南省的
海口市等3个地区。其中：海口市债权本金2531.99万元，占比
92.75%；文昌市债权本金50万元，占比1.83%；儋州市债权本金
148万元，占比5.42%。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
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
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
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
洽。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
务状况良好；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有受让意向者请
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
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
2020年7月30日。联系人：冼先生、周先生。联系电话：0898-
66563178、66563181。通讯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8号中银大厦
1008室。邮编：570102。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
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监察审计部）。0898－66563196（我分公司纪检监
察部门）。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海南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
话：0898-66719286。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
电话：0898-68563091。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
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7月3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6月30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关于海南海王房地产有限公司等9户债权包的处置公告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2020〕第3号

根据《海南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办法》和《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出让
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
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申
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
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一）申请人须具
备竞买条件，并按规定缴交土地竞买保证金。经过审核，我局将在规定
的时间内确认其资格，签发竞买资格确认书。（二）经政府相关部门核实，
在文昌市境内申请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及其控股股东禁止参
加挂牌：（1）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2）
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
一年以上的；（4）开发建设企业违背出让合同的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
的；（5）拖欠土地出让金的。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
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出让手册所载内
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20年07月06日至2020年07
月27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购取挂牌出让手
册和提交书面申请。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
07月27日17:00（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
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07月27日17:30分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
定于2020年07月20日08:00至2020年07月29日09:00在海南省政
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0年07
月29日09:00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
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入市主体签订《文昌市农村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
金。（二）根据文自然资规指〔2020〕82号文，该宗地属商服用地，项目建
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批，竞
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
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
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以及不履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
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部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

置满1年不满2年的，参照国有闲置土地的处置规定，依法收缴土地闲置
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的，无偿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三）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
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
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任。（四）根据《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出具文集建试（2020）-3 号地块建设项目产业类别审核意见的
复函》，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 300 万/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 5年内，以上控
制指标按照规定列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
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竞得土地
后，竞得人须在文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公司进行
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成立时间等
内容。如已在文昌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可不再注册公
司。（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
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七）根据《文昌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关于文集建试（2020）-3号地块建设项目装配式建造意见的复
函》，该宗地的竞得方可不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下一步如上级部门有
新政策文件下发，届时再根据新政策相关内容执行。（八）土地出让成交
后，竞得人须在挂牌现场与出让人签订《成交确认书》，竞买保证金转为
土地出让金。竞得人必须在 20 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在出让合
同生效之日起 90 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
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
总价款 60%。分期支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
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
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
出让人支付利息。（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
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 系 人：黄女士、杨先生、
刘先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6115918。查询网
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30日

出让人
文昌市东郊镇宝
玉村民委员会白
石上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20)-3

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东郊
镇往白石上
村道路东侧

面积（m2）
5232.32

（折合
7.848亩）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
用地（商
服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4层

挂牌起始价
1110元/平方米
（合580.7875万

元）

竞买保证金

349万元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2020〕第5号

根据《海南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办法》和《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出让
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
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

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
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20年7月6
日至2020年7月27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权益
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
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

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7月27日17时
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
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0年7月27日17时30分前确认
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20年7
月20日8时00分至2020年7月29日11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
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20年7月29日
11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
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
与出让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
按出让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根据文自然资规指〔2019〕
253号文，该宗地属商业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筑风
貌，并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
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竞
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地
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
任。（四）根据《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出具文集建试(2019)-34

号地块建设项目产业类别审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度
不低于400万/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以上控制指标按照规定列入《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
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
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全部
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合同签
订生效之日起30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付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
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六）竞
得土地后，竞得人须在文昌市注册公司进行项目开发，拟注册成立新
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申请人应在申请书中明确新公司的出资构成、
成立时间等内容。如已在文昌市注册具有相应土地开发资质的公司，
可不再注册公司。（七）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
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八）根据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文集建试（2019）-34号地块建设项目
装配式建造意见的复函》，该宗地的竞得方可不采用装配式方式建
造。下一步如上级部门有新政策文件下发，届时再根据新政策相关内
容执行。（九）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省政府会展楼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 系 人：黄女士、杨先生、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303602、66793886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6月30日

出让人
文昌市文城镇
霞洞村民委员
会三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9）-

34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
镇沿江东路
南侧地段

面积（m2）
822.78（折
合1.234
亩）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
用地（商
业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2.0；建筑密度≤4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6层；

（沿滨河路的临街建筑限高不超过5层）

挂牌起始价
1965元/平方米
（折合161.6763

万元）

竞买保证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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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龙诚达投资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海口中院”）于2018年1月26日作出

（2018）琼01破申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海南龙诚达投资有限公司
（下称“龙诚达”）的重整申请，并于2018年4月24日指定海南万理律
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下称：管理人）。为盘活龙诚达优质资产，实现
资产价值最大化，完善重整计划，维护龙诚达债权人合法权益，现受管
理人委托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重整投资人在支付招募资金后将根
据重整法院的《民事裁定书》获得龙诚达全部股权、实际接管并控制龙
诚达公司及其房地产项目等资产。重整投资人按人民法院裁定确定
的重整资金履行重整义务后，裁定之外的债务不再清偿。

现就再次招募事项公告如下：一、龙诚达拍卖招募资产情况：1、位
于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县城）环东二路的“龙城天地”房地产项目，包
括“龙城天地”二、三期项目。“龙城天地”二期项目用地面积合计
29892.54m2，共建有 14 栋商住楼，商住房 641 套，总建筑面积
72059.37m2，其中商铺91套，15216.83m2；住宅550套，56842.54m2，
总建筑层数为地上9层(不含架空层)，1-2层为临街商业裙楼，以上为
住宅楼；目前7栋主体工程已完工并全部封顶，4栋主体工程完工未封
顶，3栋主体工程未完工。“龙城天地”三期项目为国有建设用地，占地
面积12372.87m2，设计报建面积24745m2，已完成开工前的报建手续，
尚未开发。三期用地为两块，分布在主街道两边十字路口，有很高的
商业价值。二、三期可开发建设和运营的房产面积近10万平方米。该

项目位于省会城市海口市1小时经济圈的区域，建于县城主干街道旁，
基础设施良好，有海屯高速公路直达项目所在地，交通便利，随着海南
国际旅游岛和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的加快，项目具有良好的前景和较
大的升值潜力。经管理人委托第三方审计、评估，上述房地产项目评
估清算价值304401680元。2、应收、预付款等其他资产46096946.36
元。二、招募资产的参考价：上述招募资产需投入的重整资金参考价
23000万元。三、意向投资人的基本条件：参与招募的意向重整投资人
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投资人可以是个人、法人或者其联合体；（二）、
投资人须具有房产项目开发建设的履历和经验；（三）、在接管龙诚达
公司前能足额支付约定的重整资金，不少于2.3亿元；（四）、投资人须
有良好的信用，且无影响接管龙诚达公司后营运的违法违规的不良记
录；（五）、能确保在接管龙诚达公司后，按重整协议完成项目的后续建
设并按重整计划要求的期限向购房者交付房屋。四、公告期限：至
2020年7月15日止，招募人接受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的咨询并提
供招募手册，同时协助购买招募手册的意向投资人开展对重整公司及
其资产的尽职调查。五、其他事项：招募人确认提供的招募手册和龙
诚达相关资料的真实性，但不构成对意向投资人的任何承诺和保证，
意向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理解以进行决策。六、招募人：海南鼎和拍卖
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层，联系人：黎女
士，联系电话：0898-68585005/13876683321

人民至上 计利天下
——中国共产党99周年华诞的世界印象

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99年来，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以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也展现出计利天下的国际胸怀。

2020年是中国共产党99周年华诞，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克服
挑战，坚定向宏伟目标奋进，并在世界舞台上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
温馨）就美方日前宣布对中方有关涉
港官员等实施签证限制，外交部发言
人赵立坚29日说，针对美方错误行
径，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
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说，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属中

国内政，任何外国对此无权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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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通过所谓制裁阻挠中方
推进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图谋绝不
会得逞。

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
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6月28日，国产C919客机降落在吐鲁番交
河机场。 新华社发（刘健 摄）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29日电 我国首款按
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
式民用飞机——C919客机，28日飞抵新疆吐鲁
番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高温专项飞行试验。

C919 国产客机，座级 158-174 座，航程
4075-5555公里，2007年正式立项，2015年首架
机在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总装制造中心下
线，2017年实现首飞，计划于2021年获得主管部
门颁发的适航证并交付使用。现阶段，C919客机
开启多机场、多区域协同试飞模式，全线进入高强
度、高效率、高质量飞行试验阶段，以确保飞机各
项性能符合适航标准。其中，高温试飞是民用飞
机必须通过的一项极端气候试验。

吐鲁番机场安全质量监管部主管王立飞介
绍，经前期对全国机场历年气象数据统计分析，中
国商飞C919客机试飞团队评估出吐鲁番机场夏
季高温条件能够满足试飞要求，决定在此组织试
飞项目，收集飞机性能数据。

国产C919客机飞抵吐鲁番
开展高温专项试飞

据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针对
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审议通过“香港
自治法案”和有关涉港决议案，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29日说，无论乱港分裂
势力如何叫嚣、无论外部反华势力如
何施压，都阻挡不了中方推进香港国
安立法的决心和行动。他们的图谋必
将失败，有关议案也是废纸一张。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国会参议院不顾中方严正立场，
执意审议通过有关涉港消极议案，恶
意诋毁香港国安立法，严重干涉香港
事务和中国内政，违背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赵立坚说，香港事务是中国内

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
“我们敦促美方认清形势，立即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和中
国内政，不得审议推进和实施有关涉
港消极议案，更不得以此为由对中方
进行所谓制裁，否则中方将采取坚决
有力的应对和反制措施。一切后果
完全由美方承担。”赵立坚说。

外交部：

美有关涉港议案是废纸一张

受长江中上游强降雨影响，进入三峡水库的
水量持续增多。为腾出一定库容迎接近期可能到
来的洪水，三峡枢纽于6月29日上午开启两个泄
洪孔，加大下泄流量。

这是三峡枢纽今年首次泄洪。 新华社发

三峡工程今年首次泄洪
近期或迎新一轮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