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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毅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

牛克伦同志逝世
本报讯 北京卫戍区正军职离休干

部、原军事学院外训系政委牛克伦同志，
因病于 2019 年 8月 6日在北京逝世，享
年105岁。

牛克伦同志系河南封丘人，1914年 1
月出生，1935年 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7
年 12月入伍，1938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第 31步校政委，第 8步校政委，
驻苏联大使馆副武官，总参谋部情报部
十处处长，总参谋部情报部顾问等职。

王传武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上海警备区正军职退休

干部、原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王传武同
志，因病于 2019年 8月 4日在上海逝世，
享年83岁。

王传武同志系江苏徐州人，1936
年 11 月出生，1951 年 1 月入伍，1959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见习排
长、助理员、副科长、科长，济南军区后
勤部基建营房部副部长、部长，济南军
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

原国防科工委副政治委员兼纪律检
查委员会书记崔毅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0岁。

崔毅原名赵日惠，是山东蓬莱人，
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入伍。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儿童团团长、学联
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区副青
救会长、干事、见习副政治指导员、连副政
治指导员，营部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
员等职，参加了官庄、贾峰山、五台等战役
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连政治指导
员、干事、助理员、副科长、科长、副部长、
师政治部主任、副处长、处长，总政治部组
织部副部长、部长，国防科工委政治部主
任、副政治委员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
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崔毅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第十
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四届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华侨委员会委员。他
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1988年被授予
少将军衔，1990 年晋升为中将军衔，曾
荣获解放奖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

（新华社发）

崔 毅同志逝世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12月 7日电

（记者关俏俏）冬季来临前，世代居住
在昆仑山深处的谢日罕·赫依提在期
盼中如期搬进新房。和谢日罕·赫依
提一家一样，今年，新疆最后 9355户住
危房的贫困户住进新居。至此，新疆
通过实施危房改造工程，彻底结束贫
困人口住危房的历史。

谢日罕·赫依提所在的新疆莎车
县霍什拉甫乡阿尔塔什村位于昆仑山
深处一处稍宽阔的峡谷地带，叶尔羌
河穿过峡谷蜿蜒而过。粉刷成橙红色
的安居房整齐排列在一侧河岸的半坡
上，硬化的柏油路通到了各家各户。

今年搬进了新房，村里也有了大
变化。村第一书记李学彪告诉记者，

几年前初到阿尔塔什村时，当地的样
貌至今难忘：距离莎车县城 120多公里
的村子，只有土路和石子路，不通电也
不通水。短短几年，这里通水通电通
路，全村 130户居民全部住进了新建的
安居房，且新址距离河道抬高了三四
十米。

2014 至 2018 年，新疆大力实施危
房改造工程，累计完成 39.54万贫困户
危房改造任务。同期，新疆实现了
231.47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19.4%
下降至 6.1%，其中南疆四地州 188.95
万人脱贫。

新疆结束贫困人口住危房历史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记者
孟佳）5至 7日，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
会访京团一行到京参访。多位香港妇协
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持续数月
的暴力行为，给香港经济和民生带来严
重伤害。希望香港尽快恢复社会正常运
作，加强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培养港人爱
国情怀。

香港妇协主席何超琼认为，任何人
都不应该采取暴力方式去获取社会关
注，也不能以剥夺他人幸福为代价去
满足自身诉求。暴行会引起社会反
感，也会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以及长
远发展。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当前香港最
紧迫的任务。香港特区立法会原主席范
徐丽泰指出，外部势力插手是止暴制乱
面临困难的重要因素。“美国在中国发展
道路上布下障碍，香港是他们的一颗棋
子。”她指出，搞乱香港的人有巨大资源
且组织严密，善于利用现代化通讯指挥
年轻人。
“那些请求美国插手香港事务、干预

中国内政的人，他们是卖国贼；请求美国
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就等
同于让美国将刀磨利，放在香港的颈上，
这些人是卖港贼。”范徐丽泰提醒大家认
清卖国卖港的人，“香港乱了不会有自

由、民主，更不会有人权。”
如果香港继续乱下去，经济不会

好，香港会成为孤岛，首当其冲的受害
者是基层人民。“经济走下坡，普通市民
的生活也不会好，最后社会更不安宁。”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伍
淑清说。

香港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
爱诗指出，宪法的制定是人民意志的
体现，是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
力的基础。目前，香港受到严峻挑战，
我们要反思市民尤其是青年人在国家
认同、宪法认同、香港基本法认同上存
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培养他们的爱国
情怀。

加强妇女团体对社会形势和民生政
策的认识十分重要，何超琼认为，要提高
妇女的社会参与度，把爱国爱港的感情
转化为发展好香港、建设好祖国的行
动。目前香港应当继续积极融入国家发
展，维护繁荣安定。

香港妇女代表表示

希望香港尽快恢复社会正常运作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记者孙
少龙）7日清晨，新任香港特区政府警务
处处长邓炳强率香港警务处代表团来到
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

随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

声中冉冉升起，香港警务处代表团与现
场观礼群众一起，面对国旗昂首挺胸、庄
严肃立、行注目礼。

观礼结束后，邓炳强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近距

离观看升旗仪式，心情十分激动，感受到
国家的强大，这更加坚定了香港警队严
正执法的信心和决心。

邓炳强表示，香港警队将秉持“忠诚
勇毅 心系社会”的精神，团结香港社会
各界，凝聚香港社会反暴力、护法治、保
稳定的正能量，早日实现“止暴制乱、恢
复秩序”的目标，坚决维护香港法治和社
会秩序，为维护香港持续繁荣稳定、“一
国两制”行稳致远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香港警务处处长率团观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记者陈
炜伟、于文静）国家统计局 6 日发布数
据，2019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66384 万吨
（13277 亿斤），比 2018 年增加 594 万吨
（119亿斤），增长 0.9%。

数据显示，粮食播种面积稳中略
降，粮食单产水平提高。国家统计局
农村司高级统计师黄秉信介绍，2019
年，各地在保障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
的同时，稳步推进耕地轮作休耕试点
工作，调减低质低效作物种植，扩大大
豆、杂粮等优质高效作物种植规模，因
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全国粮、经、饲
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初步统计，2019
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 17.41 亿亩，比上

年减少 1462 万亩，下降 0.8%。此外，谷
物、豆类、薯类三大类粮食单产水平均
有所提高，主要粮食品种单产均有不
同程度提高。

黄秉信分析，今年粮食生产呈现出
几个特点：分季节看，夏粮和秋粮增产，
早稻减产；分品种看，除稻谷有所减少
外，其他主要作物产量均有所增加；分地
区看，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粮食增产较
多。整体来看，今年气候条件较为适宜，
有利于粮食作物生长发育，占全年粮食
产量 96%的夏粮和秋粮单产均较上年有
所提高。
“抗灾救灾措施得力，农业灾情影

响有限。”黄秉信分析，从全国看，大部

分地区没有出现大范围灾情。尽管以
“利奇马”为代表的几次台风给局部地
区造成影响，但也给旱情较重的地区
带来了降水。7月下旬以来，长江中下
游地区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地旱
情持续发展，出现较为严重的伏秋连
旱，给局部地区双季晚稻等秋粮作物
生产带来一定的影响。各地积极开展
抗灾救灾，加之 10月份湖北、湖南等地
出现有效降水，旱情对全国秋粮生产
影响较有限。

黄秉信表示，2019年全国粮食总产
量创历史最高水平。粮食生产喜获丰
收，有利于充分发挥“三农”压舱石作用，
稳定市场，稳定经济。

2019年全国粮食生产实现丰收
◎粮食播种面积稳中略降，粮食单产水平提高
◎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

新华社北京 12月 7日电 （齐

声） 2014年 12月 5日，中共中央决定
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打破了一
些人对党惩治腐败“刑不上大夫”
“反腐有禁区”的臆想和疑虑。

腐败是社会毒瘤，是我们党面临
的最大威胁。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
象。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
终必然亡党亡国。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 不 得 罪 成 百 上 千 的 腐 败 分
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

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
的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
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
勇气，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
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
“猎狐”。十八届中共中央批准立案审
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
部 440人，严肃查处了周永康、薄熙
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

划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从党的十九大
闭幕至 2018 年底，先后有 77 名中管
干部被立案审查调查。不敢腐的目标
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
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
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我们党反腐败决不是看人下菜
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
牌屋”，更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
楼”。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
杂的、艰巨的任务，不能有差不
多、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必须
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有
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增量，坚定
不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
底，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
朗朗乾坤。

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新华社广州12月7日电 （记者
魏蒙）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纪念
石于 7日在珠海市澳门回归纪念公园揭
幕。揭幕仪式由珠海市青年联合会、澳
门青年联合会主办，珠澳两地青年代表
约100人参加。

由珠海青联和澳门青联共同制作的
此块纪念石上，镌刻了“珠澳齐画同心
圆 青年共筑中国梦”等文字，以此作
为两地青年友谊长存的象征、新时代继
续筑梦前行的见证。

两地青联还共同发布了澳门回归祖
国 20周年纪念石揭幕仪式纪念封，参

与活动的珠澳青年代表们将期许与祝福
装入纪念封，现场投出了“给 20年后
自己的一封信”。

本次活动是珠澳青年庆祝澳门回归
祖国 20 周年系列活动的首个子活动。
接下来，珠海青联还将联合有关单位，
举办珠澳学生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周
年文艺晚会、“湾区青年说”总决赛，
并正式发布珠澳青年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主题快闪视频。

珠海青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一系列有意义、有意思、青春洋溢的
活动，不断促进珠澳青年交往交流、交

心交融，在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澳珠极点建设中
不断开拓创新、奋发有为。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珠澳合作，

是这一代珠澳青年最大的际遇和机
缘。期待两地青联组织建立更紧密的
合作关系，携手画好最美同心圆，引
领两地青年共筑中国梦。澳门青联将
以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为新的起点，
引领更多澳门青年认识祖国、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华全国青年联合
会副主席、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莫志
伟说。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石在珠海揭幕

美方近日又玩弄老把戏，在国会众

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

法案”，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无视新疆

各族人民基本人权得到有效保障的客

观事实，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歪曲抹

黑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工作，粗暴干

涉中国内政，妄图挑拨中国民族关系、

破坏新疆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壮

大，14亿中国人民绝不接受、绝不答应。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依法保护新疆各

族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新疆2500万

各族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最大程

度的保障。对于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

生活在那里的各族人民最有发言权。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4年来，经济总量

增加80倍，仅2014年以来就有近300万

贫困人口脱贫。2018年，新疆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6.1%，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7.6%。旅游

业呈现井喷式增长，2019年1月至10月，

共计接待国内外游客2亿人次，同比增

长逾42%。新疆目前有28000多处宗教

场所，其中包括24000余座清真寺，平均

530位穆斯林民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

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惠民

工作取得新成效，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面对一段时期暴力恐怖事件多发

频发给各族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新

疆依法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性反恐和去

极端化措施，正是为了维护新疆各族

人民的安全、人权。此举极大地扭转

了当地安全形势，不断释放稳定红

利。新疆已连续3年没有发生一起暴

恐案件，呈现出繁荣稳定、民族团结、

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过去的几年，

新疆的人权状况越来越好，在新疆人

权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国

际社会给予积极评价。

涉疆问题不是民族、宗教、人权问

题，而是反暴恐和反分裂问题。美国

一些政客对受到暴恐威胁的新疆各族

人民的人身安全毫不关心，对新疆反

恐、去极端化的显著成效和人权保障

成就视而不见，执意炮制通过该法案，

为“三股势力”撑腰打气，可见其根本

不是关心新疆的人权，而是别有用心。

回顾过往，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一些

政客见不得别人好，哪个国家发展快、政

局稳，美国就要处心积虑想方设法插一杠

子，让那个地方动乱不安。美方打着保护

“人权”的幌子对中国指手画脚，目的无非

是想借所谓新疆问题丑化中国的形象，破

坏中国的稳定，遏制中国的发展，这充分

暴露了美方妄图“以疆制华”的险恶用心。

当前，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

荣发展时期。但美国一些人却不愿看

到新疆的大好局面，坐立不安，横加指

责，极力抹黑。然而谎言就是谎言、真

相就是真相，任何诽谤，都改变不了新

疆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的事实；任何图

谋，都干扰不了新疆发展繁荣的进程；

任何妄图借所谓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

政、破坏中国新疆稳定发展的图谋注

定失败，也终将沦为历史的笑柄。

新疆是中国的新疆，新疆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新疆安定祥和、繁荣发展的

局面来之不易，决不允许外部势力横加

干涉，中国各族人民维护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的意志坚如磐石，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步伐不可阻挡。我们奉劝

美方摒弃冷战思维，不要在霸权主义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收回干涉中国内政的

黑手，停止自取其辱的闹剧！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人权”幌子掩盖不了险恶用心
■人民日报评论员

12月7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雪，在河北省滦州市茨榆坨镇，花农们忙着打

理大棚花卉，为节日订单做好准备。近年来，茨榆坨镇结合市场需求引导农民种

植非洲菊、玫瑰、牡丹等花卉品种，依靠网络销售，为农民拓宽了增收渠道。图为

当日该镇张塔坨村农民在大棚内打理、采收非洲菊。 新华社发

大 雪 至
花 农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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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记者
刘开雄） 国家外汇管理局 7 日数据显
示，截至 2019年 11月末，我国外汇储
备规模为 30956 亿美元，较年初上升
229亿美元，升幅 0.7%。
“11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

本平衡，市场预期总体稳定。”国家外
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
表示，受全球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预
期、贸易局势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小
幅上涨，主要国家债券价格有所下跌。
“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估值因
素，是影响当月外汇储备规模变化的主
要原因。”

王春英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
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
态势，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内，
有效应对了国际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
复杂局势。受此支撑，我国国际收支
保持基本平衡，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
定。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部

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王春
英说，我国经济发展有着巨大韧性、潜
力和回旋余地，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
会改变，并将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
外开放。“这有利于我国外汇市场保持
平稳运行，也将为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
定提供支撑。”

截至11月末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为 30956 亿 美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