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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8日就美国总统签署涉港
备忘录回答记者提问。

华春莹说，美方所谓备忘录大肆攻
击抹黑香港国安法和中方治港政策，是
美方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
又一恶劣表现，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
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她说，制定和实施香港国安法完
善了香港的法治，恢复了香港的安全
和稳定，确保了香港居民的正当合法
权益。美方所谓为香港居民提供“安
全港”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其真实目
的就是要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
华春莹说，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

重中国主权，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停止
干扰香港法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纵容反中乱港
势力，否则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严重损害美自身在港利益。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国务院
港澳办发言人8日应询表示，明眼人
都已看得清清楚楚，美国所谓“与香港
人站在一起”，显然是与极少数对抗国
家、祸害香港的反中乱港势力“站在一
起”，是希望“修例风波”期间“港独”猖

獗、“黑暴”肆虐、“揽炒”横行的乱象重
演，是希望香港的反中乱港分子继续

“为美国而战”、为虎作伥。香港广大
市民对此深恶痛绝！

有记者问，美国政府出台所谓涉
港备忘录，表示将为在美国的香港居
民提供所谓“安全港”，声称美与其盟
友强烈反对中国违背国际承诺，批评
香港国安法侵犯香港自治、破坏香港
民主，并声称将继续支持香港人民，

“与香港人站在一起”。请问您如何评
论？该发言人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发言人指出，美国政府的这些举动
和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

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发言人说，美国还口口声声自诩

代表国际社会和一众盟友，实际上其
“小圈子”之小、代表性之弱在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有关涉港问题的讨论中已
显露无疑：70多个国家共同或单独发
言，欢迎和支持中国政府颁布实施香
港国安法，谴责有关国家出于政治目
的借涉港问题向中国施压，而附和发
表涉港干涉言论的美西方国家寥寥无
几。国际社会一切正义之士都已心知
肚明，美国拼凑各种名目的涉港联盟
和组织，出台各种花样的涉港法案和
行政举措，既不是为了“捍卫民主、人

权、自由”，也不是为了维护“一国两
制”，而是为了搞乱香港、遏制中国。

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
港重现过去的安定和繁荣。美国和其
他少数国家一再污蔑国安法损害香港
人的权利和自由，只能显示国安法在打
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反中乱港分子
和外部势力干预破坏活动方面精准有
效，只能暴露出美方“双重标准”的伪善
卑劣和乱港遏中图谋失算后的狂躁不
安。一切外部干涉都不能动摇中央和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深入实施香港国
安法的坚定意志和决心，不能阻挡香港
发展和中国前进的铿锵步伐。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签署涉港备忘录回答记者提问

美方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又一恶劣表现
国务院港澳办：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美国政府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香港事务

●朱云英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
有限公司东方.碧海云天F10栋
603房的1张收款证明收据原件
（收据编号 DF：0000244，金额:
235464元整），特此声明作废。
●三亚凤凰路路通汽车维修服务
中心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
明作废。

招租
海口市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
439m2写字楼出租15595638805。

减资公告
文昌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05693156605E），经公司
股东会议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0 万 元 减 至 人 民 币
6000.0001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
之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清偿债
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
告 。 联 系 人 ：黄 晶 0898-
63221330。

典 当

遗 失

减资注销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招 租
●东方市公爱农场中心学校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12468877693167953Q，声明
作废。
●游天保遗失《海口市美兰区下洋
瓦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
目征收货币化安置协议》和《海口
市美兰区下洋瓦灶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集中购买住房、商
品用房协议》，登记顺序号：1354，
现场编号：BC149-2，特此声明。
●陈应娇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水
黎族自治县呠号镇长埇村委会长
埇一二社林权证，证号：陵府林证
字（2010）第001734号，声明作废。
●李寒不慎遗失在三亚中升宏达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定金收据一份
（蓝联，黄联）编号：0009556，金额
2000元整；以及购车合同（黄联）一
份，编号：0004229，声明作废。
●临高县博厚镇马袅居民委员会
遗失临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博
厚信用社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693170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信禾互联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经股东大会决议，将注册资本
由 20000万元减至10000万元人
民币，现予以公告。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特此公告。
联 系 人 ：王 经 理 ，电 话 ：
18876071304。地址：海南省海口
市美兰区国兴大道1号海阔天空国
兴城二期A14地块1号楼2301室。

资讯
广场

广告·热线：66810888

东京奥运会8日闭幕，而8日又是
我国的“全民健身日”。奥运赛场上，中
国健儿拼搏的精神、飒爽的身姿，圈粉
无数。让我们借此东风推动全民健身
活动，强身健体做最美中国人。

全民健身，说到底是为了每一个中
国人的健康。身心健康才是最美，而获
得健康的制胜法宝就掌握在自己手中。

健身的机会无处不在。以忙碌为
由，堵住通向健康的途径，是因小失大。
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以及社区应推广工
间操，提供运动场地和器械；个人亦应合
理安排时间，把健身融入日常生活。

健身的手段无所不包。跑步、快
走、跳绳、游泳、瑜伽……户外室内静
动结合，总有一款适合你。网络如此
发达，相关方面应推广各类健身方
法，树立标杆，让大家轻松学习。

健身的方式重在科学。要想办
法让更多人动起来、更科学地参加适
宜的体育活动，医疗卫生机构、医学
科研单位以及媒体等社会各方面应
持续科普，携手助力全民健身。

“迈开腿，管住嘴”，全民健身理念
日渐深入人心，践行者随处可见，活动
形式日益丰富。让我们做最美中国人，
用全民健身的行动打造一个健康中国。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记者田晓航）

新华社兰州8月8日电（记者
张睿）听着节奏劲爆的音乐在跑步机
上挥汗如雨，开着空调在功率自行车
上练到筋疲力尽，为弥补周中缺失的
运动量而选择在周末大量加练……
在疫情形势依旧复杂的当下，居家健
身逐渐成为备受大众追捧的锻炼方
式，然而由于大多数人缺乏科学指
导，锻炼方式不当，居家健身效果不
仅大打折扣，甚至会起到运动损伤等
反作用。运动康复专家建议，居家健
身应在准确评估自身条件的前提下
安全进行，不要踩进“雷区”。

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刘晓蕾表
示，当前大众在选择居家健身指导
方法时，大部分信息都是来自网络
上的一些“科普文章”和短视频平
台，这些内容良莠不齐，在缺少专业
指导的情况下，业余爱好者很容易
走进“误区”。

“目前最常见的误区，就是许多
人习惯在运动时戴着耳机听音乐，认
为这样有助于提高自己的运动节奏，
消除运动疲劳感，但其实这个行为是
会给运动者带来安全隐患的。”刘晓
蕾介绍，在进行较为激烈的运动时，
如果戴着耳机或者双眼紧盯较小的
屏幕，会造成运动者对于外部环境感
知能力的减弱，应激反应也会相应降
低，运动人员对于自身的疲劳程度、
呼吸节奏等无法客观把握，当在家中
独自锻炼时，很容易出现运动损伤。

除此之外，刘晓蕾教授还指出，
由于居家健身是一个处于封闭状态
的活动，业余爱好者在锻炼时切忌过
量运动，一场超过自身强度的锻炼，
不仅不能达到健身的目的，反而还会
造成免疫力下降、拉伤、骨折等严重
后果。

刘晓蕾建议，判断一项运动是否

适合自己，应从几个标准进行考量。
“首先，一次科学有效的健身，应

该是运动完不使生活习惯发生明显
改变，而是使其趋于健康。比如一次
锻炼完后，你觉得食欲不振或者胃口
大好，觉得精神亢奋或者低迷消沉，
那说明这次的运动内容就是不适合
你的。但如果本来习惯熬夜的人在
运动完后主动恢复规律作息，那么运
动就达到了目的。”刘晓蕾说。

其次，造成体重暴增或者暴减的
运动，都是不适合自身能力的锻炼项
目。刘晓蕾表示，目前上班族在办公
室中经常久坐，为了改变身材，想要
在周末把缺失的运动量“及时”弥补
回来，而进行超量运动，这样也是不
健康的。“在办公室或者家中，所有人
都可以进行爬楼梯、高抬腿、活动肩
颈等运动，只要能够规律进行，这些
看似比较小的项目同样能够起到锻

炼的作用，久坐、久卧、久视，任何一
项时间过长的固定动作都会对人体
造成损害，包括运动。”

刘晓蕾指出，居家健身最重要的
前提是合理认知自身运动能力，起居
有时，饮食有节，合理科学制定自己
的运动计划。

兰州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丁
督前表示，合理有效的居家运动，对
呼吸循环功能改善、肺组织弹性改良
等都大有裨益，这也是防控疫情、提
高全民免疫力最直接的方式。

丁督前表示，尽管拥有方便快捷
等好处，但长时间在封闭的室内运动
容易引起心理疾病，大众不能将居家
健身作为唯一的运动选择。“秋季温
度适宜，空气质量较好，是户外运动
的黄金时间，因此人们运动时应该注
意室内户外交替进行，才能达到最好
的健身效果。”丁督前说。

听歌跑步、“补偿式”运动……

居家健身这些“雷区”不要踩强身健体，做最美中国人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次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日被设为首个全国性体育节日“全民健身日”。13年来，我国的全民健身
活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人人健身、天天健身、科学健身的理念深入人
心。同时，全民健身也极大推动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

北京2008年奥运会澎湃如昨，北京2022年冬奥会即将到来。13
个“全民健身日”，我们共筑健康生活；13个“全民健身日”，我们与奥运
同行。

2009年8月8日，爱好者们在“鸟巢”前打太极拳。当日，34000
人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之间的奥林匹克公园
中心区景观大道进行太极拳表演。 新华社记者 郭勇 摄

13个“全民健身日”我们与奥运同行

香港发放消费券后
已初步达到预期目标

据新华社香港8月8日电（记者查文晔）香
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8日发表网志表
示，特区政府发放消费券的政策实施后，已初步达
到让市民受惠，提振经济、支持就业，推动电子支
付广泛应用的预期目标。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年初发布的财政预算案中
表示，将向每名合资格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
民及新来港人士，分期发放每人5000港元的电子
消费券，预计措施可惠及约720万人，涉及约360
亿港元财政承担。该计划于7月4日起开始接受
市民电子登记，首批市民已于8月1日收到第一
期2000港元电子消费券并开始使用。

香港市民对消费券反响热烈。据特区政府统
计，登记首日共有约155万名市民递交电子登
记。截至7月底，香港4家储值支付平台共新增
超过220万个消费者账户，并增加了逾48000个
接受电子支付的商户。

陈茂波在网志中表示，首批消费券在上周日
发放后，市面呈现久违了的热闹气氛。无论是在
茶餐厅、酒楼、商场甚至逛街时，都感觉人流明显
增加，餐厅订位也不容易。这次消费券计划也让
电子支付获得了广泛扎根的土壤。

四川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
7000余人紧急避险转移

新华社成都8月8日电（记者张海磊 李力
可）7日8时至8日8时，四川盆地东北部部分区
域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巴中、南充、达州紧急避
险转移7000余人。

记者从四川省水利厅获悉，截至8日8时，此
轮强降雨最大降雨量为南充市营山县明德乡爱国
站424.8毫米。强降雨导致巴中市平昌县涵水河
涵水站超警1.9米，达州市渠县涌兴河安北站超
警0.95米。

此外，据巴中、南充和达州应急管理部门消
息，此次强降雨导致巴中67094人受灾，紧急转移
安置2178人；南充市营山县8个乡镇10062人受
灾，紧急避险转移3462人；达州市共29075人受
灾，紧急避险转移2076人。

目前，各地因强降雨出现场镇被淹、道路中断
等情况，抢险救援正在进行中。

重庆多个区县降下暴雨
新华社重庆8月8日电（记者周闻韬）受西

南低涡和切变线共同影响，8月7日起，重庆市迎
来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多个区县降下暴雨，局
地达特大暴雨。

据重庆市气象局介绍，7日7时-8日7时，重
庆西部及东北部地区出现阵雨，潼南区桂林雨量
站达261.0毫米，为2009年建站以来最大值，潼
南、合川、梁平3区的20个雨量站达大暴雨，潼
南、铜梁、合川、开州等6区的25个雨量站达暴
雨，最大小时雨量为84.7毫米。

“本次强降水过程范围广、雨量大，影响全市
范围，大部地区累计雨量90-180毫米，局地可达
250-300毫米，将是今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重庆
市气象局副局长谭畅介绍，久晴之后突降暴雨，极
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同时由于四川、
贵州境内也降下大雨，需防范过境洪水与本地洪
水的叠加。

专题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欧英才 美编：孙发强助力建设自贸港 统一战线在行动
在海南，有这样一位常年乐为小区

居民排忧解难的“当家人”，他就是海南
省业主委员会协会发起人、会长肖江
涛。多年来，作为一名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肖江涛热心社区公益事业，本着“纠
纷不出小区，矛盾就地化解”的理念，依
托业委会协会平台，着力打造新的社会
阶层人士天涯同心工作站，联合各小区
业主委员会有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成为众多居民称道的贴心人。

2018年6月，在肖江涛和一群志同
道合志愿者的“张罗”下，海南成立了全
国首家省级业主委员会协会，以服务居
民、服务小区建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帮
助200多个小区顺利成立业委会。截至
目前，业委会协会已服务全省1600多个
小区，上万名热心公益事业、业委会事务

的志愿者聚集到业委会协会周围。
“让小区居民与业主委员会拧成一

股绳，把‘家园’的概念进一步延伸，让社
区变得更有温度、有人情味，是协会成立
的初衷。”肖江涛表示，在省委统战部的
帮助下，目前业委会协会已搭建起省协
会、市协会、区工作站三级联动的组织体
系，实实在在为基层解决了不少矛盾纠
纷，成了业主们名副其实的“娘家”。

因协会运作团队主要由社区治理专
家学者、资深业委会主任、律师、人民调解
员等组成，2018年12月，在省委统战部

的支持下，肖江涛在业委会协会基础上推
动创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天涯同心工作
站。工作站在公益志愿服务、社区治理模
式研究、反映基层声音、为基层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言资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团结了社区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增强
党的群众基础、打通基层治理“最后100
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为解决传统物业管理信息披露不透
明等问题，肖江涛联合省新联会成员，邀
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物业管理协会等单位的知名社区治理专

家进行调研座谈，借鉴先进地区的社区
治理理念，开创性提出“信酬制”物业管
理服务模式，并在以海口美兰区琼苑广
场为代表的数个小区试点成功。

设立业主、业委会和物业三方共管账
户，全体业主通过银行App随时可以查
询了解小区公共账户收支情况；物业企业
根据年度预算和计划实施管理，以收定
支，年中可据实调整预算，物业企业依照
约定进行管理，获得管理人酬金……一系
列措施让试点小区的物业管理更加公开
透明，做到“收得明白，花得清楚”，有利于

推动城市管理服务下沉，促进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2019 年，海口市物业纠纷人民调
解委员会成立，肖江涛兼任该委员会
主任。今年，肖江涛推动海口市物业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海口四个区试
点成立了物业纠纷巡回工作站……如
今，平台广了，担子也重了。为深入探
索未来社区服务新模式，肖江涛加入
了海南大学社会化治理研究团队，与
国内外学者专家一同进行社会治理的
理论研究，力求让协会平台持续激发

社区治理“大能量”。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树立行业规范

意识，在肖江涛的推动下，仅今年上半
年，业委会协会共举办业委会交流培训
和主题研讨会25期，涉及《民法典》与社
区治理、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及“信酬制”
物业管理服务模式培训等内容。

“基层治理承载着美好生活的最后
一公里任务。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尽责。”肖
江涛表示，近期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的意见》，可以说是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操作说明”，“推
进社区治理的东风来了，我们有信心进
一步提升海南的社区治理面貌。”

（撰文/沈安珈 何光兴）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海南省业主委员会协会会长肖江涛：

热心社区公益事业 当好居民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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