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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8月15日电 香港
中联办发言人15日发表谈话指出，
迫于强大法律和社会舆论压力，“民
间人权阵线”（“民阵”）15日宣布解
散。这个以“反中乱港”为己任的非
法组织多年来肆意挑战法治底线，任
意戕害社会共同利益，引起香港社会
各界强烈义愤，其垮台是人心所盼、
咎由自取。香港中联办坚决支持香
港特区政府依法办事，对其违法行为
追究到底。在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
香港由乱及治的大背景下，任何人、
任何组织坚持反中乱港立场，绝没有
出路。

发言人指出，“民阵”的垮台是必

然的。其成立至今从未依照香港法
例进行注册，更无法交代收入来源、
开支情况和银行账户，是十足的非法
组织。多年来，这个非法组织口喊维
护法治、实则无法无天，打着所谓人
权民主自由旗号，毫无顾忌地冲撞法
律底线，为所欲为地搞乱香港社会。
回归以来，香港发生的多起非法集
会、暴力对抗，都与“民阵”的煽动、策
划、组织直接相关。如今，他们虽然
迫于法律和舆论的压力，打自动解散
的“悲情牌”，但从其满纸谎言的“解
散声明”，能够看出其贼心不死的本
性和“逢中必反”的本质。

发言人指出，19年来，“民阵”聚

合各路反中乱港组织和“揽炒”政
棍，勾结外部势力，冲击“一国两制”
红线和特区宪制秩序，严重毒化社
会环境，将香港拖入动荡的深渊。
他们反23条反高铁、搞“占中”反修
例，肆无忌惮地组织非法游行，任其
演变为暴力袭警、攻击路人、纵火打
砸，甚至占领立法会；他们明目张胆
鼓动其成员利用“民阵”平台宣扬

“港独”、煽动暴乱，处心积虑地勾结
国外反中团体损害港人利益，颠倒
黑白致信多国驻港总领馆为“揽炒
派”张目……正如香港社会所同声
谴责的，“其所作所为罄竹难书，让
香港社会备受其害、令香港法治受

辱蒙羞”，哪里是他们口口声声标榜
的“合法、和平、理性”，分明是彻头
彻尾的香港“祸乱之源”。

发言人表示，有法必依，违法必
究，是法治的根本精神。任何组织、
任何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
出代价。我们注意到，香港警方15
日再次声明“民阵”是一个未经注册
不合法运作的组织。警方强调，一
个组织及成员犯下的罪行，其刑责
不会因解散组织或成员辞职而被抹
去，会全力追究其是否违反香港国
安法和其他法律。我们坚决支持特
区政府和警方对“民阵”涉嫌违法的
行为依法检控，严惩首恶分子，也奉

劝那些目前还在坐困穷途、徘徊歧
路的组织和个人，回头是岸，只有积
极配合调查、真心尊重法治，才是唯
一出路。

发言人最后强调，拨乱反正，重
回正轨，是香港社会民心所向，大势
所趋。多行不义必自毙，反中乱港的
团体和组织在大浪淘沙之下，淹没于
时代洪流之中，是正义的选择、历史
的必然。我们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和
警方依法办事、果断执法，在涉及国
家根本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
大是大非问题上，只有全力维护法治
尊严，才能有力维护香港同胞利益，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香港中联办：

“民阵”垮台咎由自取 违法犯罪不容姑息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国务
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5日发表
谈话表示，非法组织“民间人权阵线”
（“民阵”）今天宣布解散之时仍大放
厥词，态度猖狂，气焰嚣张，充分暴露
其反中乱港的政治本质和冥顽不灵
的恶劣本性，必须对其依法追究、严
惩不贷！

发言人表示，“民阵”是一个未经
注册的彻头彻尾的非法组织，多年来

它纠结各路反中乱港势力，打着和平
理性非暴力的骗人幌子，对抗中央，
为祸香港，劣迹斑斑，罪孽深重。其
解散声明自诩的“功劳簿”，正是不打
自招的“罪行录”：它不仅是反23条
立法、非法“占中”、“反修例”运动的
直接策划和指挥者，是“港独”“黑暴”

“揽炒”等反中乱港活动和“修例风
波”升级变质为严重暴乱活动的主要
推手，还是勾结外部势力发动“颜色

革命”的急先锋和马前卒。“民阵”自
知其行为和活动已经严重触碰“一国
两制”原则底线，触犯香港国安法和
多项香港本地法律，且正被香港警方
调查，已走到穷途末路，遂匆匆宣布
解散，想玩一出“金蝉脱壳”的把戏，
逃脱法律追责，这是痴心妄想、白日
做梦！

发言人指出，“民阵”在覆灭之际
仍死不悔改，负隅顽抗，继续拿出“人

权、民主、自由”的遮羞布招摇撞骗、惺
惺作态，妄图博取同情、煽动民意。但
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早已看透
了它虚伪、险恶、狡诈的嘴脸。“民阵”
的垂死挣扎可憎可恨可鄙可笑！

发言人强调，除恶必务尽。“民
阵”等反中乱港组织虽然解散了，但
其遗毒仍需持续清除。只有依法追
究这些反中乱港组织的法律责任，彻
底清算这些反中乱港组织的累累恶

行，才能使香港重建法治秩序，重回
发展正轨。我们坚决支持香港特别
行政区执法机关依法调查“民阵”等
反中乱港组织涉嫌违法行为和活动，
依法严惩其首恶和骨干分子，坚决支
持香港特区政府深入推动各领域拨
乱反正，毫不手软地铲除“毒瘤”“恶
疮”，清理“祸根”“祸源”，还香港一个
风清气正的朗朗晴空，确保“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

国务院港澳办：

违法祸港的“民间人权阵线”罪责难逃！

新华社香港8月15日电 反中
乱港组织“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
阵”）15日中午宣布解散。香港警方
15日发表声明表示，任何组织及成
员犯下罪行，其刑责不会因解散组
织或成员辞职而抹去，警方会继续全
力追究。

香港警方表示，警方今年4月曾
根据《社团条例》第15条，要求“民

阵”提交其成员、活动及资金等资
料，但是“民阵”未有依时向社团事
务主任提交所需资料。警方目前正
积极跟进“民阵”违反《社团条例》内

的罪行。
此外，“民阵”自2002年“成立”

以来，一直未有向公司注册处注册为
公司，也不是向警察牌照课注册的合

法社团，因此，“民阵”是一个不合法
运作的组织。

警方重申，任何一个组织及成员
犯下的罪行，其刑责不会因解散组织

或成员的辞职而抹去，警方会继续全
力追究任何组织及人员有否违反香
港国安法及其他香港法例。

自2002年自我宣告“成立”以
来，“民阵”几乎集拢了所有香港反对
派团体，其组织者惯常打着“和理非”

“争取民主”旗号，兴风作浪，肆意乱
港，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
中乱港大平台。

香港警方：

“民阵”解散罪责不免 将继续全力追究

陆军承办“国际军事比赛
-2021”3项赛事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5日电（张旭 程小
冬）在“国际军事比赛-2021”总体框架下，中国陆
军在新疆库尔勒承办并参加“苏沃洛夫突击”步战
车组、“晴空”便携式防空导弹班组、“安全环境”核
生化侦察班组3项比赛。俄罗斯、白俄罗斯、埃
及、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等6国派队来
华参赛。

据了解，目前各国参赛队已进驻库尔勒赛区，
将于近期陆续展开适应性训练。

8月15日，车辆行驶在秀印高速公路小湾大
桥上（无人机照片）。

当日，秀山至印江高速公路（贵州段）正式通
车，项目全长52.896公里。秀印高速建成后将
成为黔东北连接成渝经济圈的快速通道，将在推
动武陵山片区三省市交界经济融合发展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秀印高速（贵州段）正式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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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让党支部成
为凝聚自贸港建设力量的坚强堡垒。
一是内强素质。通过强化党史学习、坚
持组织生活、广泛谈心交心、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要求党员干部做到政治素
质、业务水平、创新能力、工作作风、自
身形象等方面“五过硬”，组织业务部门
党员干部集中梳理税收优惠政策，率先
吃透学透政策难点，轮流到一线企业送
政策；建立专门工作服务微信群，开辟
党员岗位“绿色通道”，及时收集解决纳
税人反映的难点、堵点问题。二是外树
形象。配强基层班子，优选党务干部，
支部书记率先树立先进旗帜，展现优良
作风，凝聚集体力量。选树先进典型，
讲好品牌故事，演好自贸港建设角色，
积极开展“党员十佳岗位之星”“党员先
锋岗”“窗口季度之星”等评比活动，通
过组织业务交流、现场观摩见学、宣传
先进事迹、走进企业问需求、请纳税人
来点评等方式营造浓厚氛围，扩大社会
影响力和认同感，纳税人满意度逐年提
升。三是提升质效。以党员先锋队为
主力，认真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
征管改革的意见》，积极引导纳税人通
过电子税务局、手机APP、自助办税终
端等渠道实现“不见面办税”，逐步实现
230个税费事项网上办理，今年以来，通
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图文消息67
条，分类向纳税人发送短信39万余条；
开展免税农产品代开增值税电子普通
发票试点工作，降低农产品发票涉税风
险，有效打通“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

三亚市税务局深化党建与税收业务融合

五强促融 税心向党
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税务局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把“服务中心、
建设队伍”两大核心任务作为初心
和使命，按照税务总局新“纵合横
通强党建”机制制度体系的总体要
求，以打造“五强促融 税心向党”
党建品牌为抓手，不断深化党建与
税收业务融合，充分激发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新活力，在新的征程上奋
力谱写税收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叫响“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人人
对照党员标准和要求“三亮身份”，即党员
领导干部带头亮、优秀党员主动亮、普通党
员必须亮，用实际行动擦亮党徽税徽。一
是练好内、外功，提升软实力。围绕自贸港
建设需求，着眼优化税收营商环境需要，持
续开展“岗位大练兵、业务大比武”“专业人
才库”“青年干部量化考核”等立足岗位创
先争优活动，开展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共产
党员选树表彰活动，比学赶超，带动一片，

引导广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二是学
好党、税史，汲取新力量。坚持部署在先，
开展在前，制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十个一”系列活动方案，开展庆“七
一”升国旗、集中观看“七一”讲话、重温入
党誓词、“七一”党课表彰慰问、拍摄“三亚
税务·32载税月征程”纪录片、组织党史双
语知识竞赛及微视频大赛、参与清明祭奠
英烈和走进慰问低保户等活动，切实解决
群众的困难事、烦心事，用税务蓝助力实现

中国梦。三是打好组合拳，展现硬功夫。
发挥党员突击手作用，组建突击队，创建党
员示范岗，从政策研究、宣传辅导、优化服
务等方面多元发力。成立党员先锋队，抽
调精英力量40余人，投身服务一线，每日
各办税服务厅党员占比超过80%；组织专
项调研主题党日活动，指导企业解读政策
信息，党员业务骨干一对一帮助企业办理
涉税事项。央视新闻频道连续两次报道三
亚税务有效做法，高度评价突出成效。

坚持以党建带创建，以创建促服务，多
措并举抓载体创新，为优化营商环境注入

“红色动力”。一是整合资源。把品牌创新
作为着力点，打破部门壁垒，整合人力资源，
将优化服务列入支部任务清单，纳入“三会
一课”，把党建工作的触角延伸到自贸港建
设的主战场，渗透到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
采取“1+4+N”结构模式，组建税务专班临时
党支部，为园区企业提供“一对一”个性化、专

业化、差异化税收服务。组建三亚税务小呼
中心，统一接听全市纳税人、缴费人的咨询
电话，集中党员骨干提供规范标准的涉税咨
询服务。建立涉税中介微信联络群，由各支
部党员业务骨干及电子税务局指导专家解
难答疑，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能解决。二
是擦亮品牌。开展“奋进自贸港、税务勇担
当”双语知识竞赛活动，承办海南税务系统
首届“奔跑吧 自贸港”杯趣味健康跑活动。

组织“志愿服务日”进社区、“‘三角梅’英语服
务队”进外企。选派优秀党员作为志愿者服
务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充分发扬青
年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并被《海南日报》报
道。将税收改革发展任务融入主题党日，开
展“建设自贸港 党员展风采”“我是自贸港
建设的先锋队”等主题党日活动。充分利用
自媒体、网络媒体、户外投放等途径营造宣
传氛围，推动税收营商环境优化。

围绕党建服务中心工作的
切入点，引导党员干部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全员力
量，聚焦精准发力。一是健全
机制，加强引领。规范联系服
务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建立
定向调研指导机制、党建工作
量化管理机制、创先争优的激
励机制、结果导向的动态管理
机制。市局党委树牢“抓好党
建是尽职”的鲜明导向，充分发
挥“领头雁”作用，以党的政治
建设为统领，以纵合横通党建
机制体系为抓手，将“一个带
头、三个表率”融入工作统筹，
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为企业复
工复产+战“疫”增添实实在在
的动力。二是压实责任，强化
担当。坚持党建工作与税收工
作同部署、共促进，集中精力，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将党建工
作由特色向品牌升华。成立自
贸港税务专班临时党支部，设
立 24 小时值班电话回应纳税
人来电询问，为我市自贸港建
设发展工作提供“个性化”税收
服务，确保优惠政策充分高效
惠及园区。截至目前联系三亚
市投资促进局、中央商务区管
理局、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等
有关单位及企业共开展专项培
训4次、座谈16次，服务园区企
业涉税咨询 140 户次，得到上
级税务机关、市领导和园区企
业的高度肯定。2020年8月29
日，《经济日报》刊发题为《海南
三亚：产业园区有了税务专班》
的报道，高度评价税务专班服务
园区企业的创新举措和突出成
效，媒体纷纷转载。

针对特殊领导管理体制和
党建工作的共同要求，积极探
索“条主责、块双重，纵合力、横
联通，齐心抓、党建兴”的新纵
合横通强党建机制体系。一是
内跟外联，把好“总开关”。 按
照“条主责”要求严格贯彻落实
税务系统党委抓好党的建设各
项工作部署，又按照“块双重”
要求认真落实三亚市委及主管
部门对党建工作的工作要求，
主动争取支持，凝聚党建合
力。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实打
实、硬碰硬，加强纵向联动部
署，强化横向联动沟通，市、区
两级党委领导班子切实履行主
体责任，加强统筹协调，积极主
动向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
汇报工作开展情况，分别走访
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利
用不同场合向市委、市政府职
能部门反映政策落实过程中需

配合的事项，赢得地方党委政
府的关注和支持。二是统筹协
调，唱好“重头戏”。积极推动
机关各党支部开展联建，搭建
联建平台、创新联建方式，交流
促进党建与业务互融的经验做
法。坚持开门搞党建，主动与
工作联系紧密的外部门和非公
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结对共
建，扩大税务部门党建工作影
响力、辐射力、带动力。加强党
建阵地建设，设立的党建展示
厅以供160多个机关单位学习
借鉴。密切关注海南经济运行
情况，充分利用税收大数据优
势，加强税收与经济的关联分
析，积极向地方党委政府建言
献策，让纳税人和缴费人切实
感受到税收政策的红利，为海
南自贸港建设提供优质的营商
环境。

（本版撰文/苑书君 丁昕）

强支部建设促队伍融合

强党员带头促工作融合

强载体创新促服务融合

强党建引领促机制融合

强纵横联动促条块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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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强降雨
已致湖北141万余人受灾

据新华社武汉8月15日电（记者侯文坤）据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8日以来强降雨过程已
累计造成湖北141.12万人受灾。

8日以来，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
受灾严重。截至8月15日16时，此轮强降雨过
程已造成湖北省武汉市、黄石市、十堰市、宜昌
市、襄阳市、鄂州市、荆门市、孝感市、黄冈市、随
州市、恩施州、潜江市、神农架林区等13市（州、
直管市、林区）50县（市、区）共计141.12万人受
灾，紧急避险3.53万人，转移安置5.19万人；农
作物受灾面积 116.53 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
17.25千公顷；因灾倒塌房屋988间，不同程度损
坏房屋1.43万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