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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8月 21
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
国记协）就 8月 20 日下午少数香港媒
体记者肆意围堵、恶意阻挠广东广播
电视台香港记者站站长陈晓前在香港
警察总部新闻发布会现场正常采访工
作发表声明。

声明指出，对少数香港媒体记者
粗暴侵犯记者正当采访权益、横加干

涉其他媒体正常采访活动的无理行为
表示强烈谴责！对陈晓前记者受到的
不公遭遇表示深切慰问！

声明强调，新闻工作者享有广
泛、自由的人身权和充分、自由的采
访权。可是，少数香港记者肆意阻
挠其他媒体记者正常采访，对其他
媒体新闻工作者人身权和采访权恶
意侵害，是对新闻自由的粗暴践踏，

也是对民主法治制度的严重伤害。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坚决支持
新闻工作者的正当采访活动，努力
维护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强烈呼
吁香港有关方面严肃纠正少数媒体
记者违反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操
守、侵害其他媒体记者正当权益的
错误言行，营造一个公平、公正、自
由的新闻从业环境。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粗暴无理侵犯记者正当采访权益行为

“受够了！香港，不能再乱下去

了！”日前，逾47万香港市民冒雨参

加“反暴力、救香港”集会，发出反

对暴力、呼唤稳定的香港社会主流声

音。连日来，爱国爱港的正义力量不

断汇聚，正义呼声响彻香江。“反暴

力是香港现在最大及唯一的‘一大诉

求’”，这是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吴

光正的由衷感慨；“希望香港尽快恢

复安宁”“还我们一个安稳日子”，这

是香港市民的热切期盼……字字句

句，无不表达着对暴力行径的强烈谴

责，彰显了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民

心所向。

两个多月来，香港反对派和一些

激进势力以“反修例”为幌子进行各

种激进乱港活动，暴力行为不断升

级：从冲击特区立法机关，到包围和

冲击中央驻港机构；从围攻警署、暴

力袭警，到打砸纵火、地铁堵门、瘫

痪机场、围殴旅客和记者……持续不

断的暴力行径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市

民生活，对香港的经济发展造成负面

冲击。

所谓“和气致祥，乖气致异”，

如今的香港，正在经历回归以来最严

峻的局面：旅游、餐饮、零售等多个

行业受到严重影响，访港旅客数字从

7月中开始持续下跌，8月初同比跌幅

扩大至31%；失业率上升，第二季度

经济增速创10年来新低。特区政府日

前发布的报告指出，近期香港社会事

件如若持续，将对旅游业及与消费相

关的经济活动构成重大干扰，进一步

打击经济气氛，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金

融及商业中心的声誉。

创业很不容易，毁业却很简单。

香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发展成

享誉世界的现代化大都市，是一代又

一代香港同胞用汗水打拼出来的，绝

不容许少数激进分子肆意破坏，绝不

能让一小撮人的政治图谋绑架香港的

今天和未来。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是一场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

战”“保卫战”，退无可退，让无可

让，忍无可忍。

稳定香港局势，挺特首、挺警

队、护法治是关键所在。行政长官

是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

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也是

特区政府管治团队的核心。修例风

波发生以来，林郑月娥行政长官恪

尽职守，展现了对香港、对国家的

担当。警队是维护香港社会治安的

支柱，也是守住社会稳定的屏障。

乱局之中，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徒，

面对一些无良媒体的蓄意抹黑，香

港警方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

依然坚守岗位、履行职责，理应得

到尊重、理解和支持。当此关键时

刻，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

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方严

正执法，违法暴力行为才能得到坚

决制止，香港的法治才能得到有效

捍卫。

“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

一曲《狮子山下》，唱出700多万港人

团结一心、不惧艰险的宝贵品格，也

蕴含着香港开创未来的精神密码。一

切爱国爱港的人们都勇敢地站出来，

共同发出维护法治、抵制暴力的最强

音，共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大局，“东

方之珠”定能驱散阴霾，迎来更加璀

璨的明天。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
■新华社评论员

新华社广州8月21日电 （记者李
雄鹰、涂超华）因破获大案，被毛主席称
赞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他就是布鲁。

布鲁，原名卢茂焕，又名陈泊，1909
年出生，广东省乐会县（今海南省琼海
市）人。布鲁五六岁时，即跟随父亲出海
捕鱼。全家人节衣缩食送他进私塾读
书。14岁时，布鲁到海口琼南兴铁工厂
当学徒。1926 年，经王文明、黎竟民介
绍，布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中，布鲁
在海口被国民党军警抓捕。他坚贞不
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关押一
个月后，其亲戚花钱将他保释出狱。出
狱后，布鲁在王文明领导下的琼崖讨逆
革命军中担任手枪班班长。琼崖讨逆革
命军改名为琼崖工农红军后，布鲁被任
命为工农红军排长，后因作战勇敢，升任
工农红军副连长。

1928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革命根据
地，布鲁率部队完成了掩护任务后与战
友们失散，后被迫流亡海外。

1932 年初，布鲁经香港前往厦门，

在厦门短暂工作后，又到上海工作。布
鲁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上海码
头工人总工会、上海海员工会党的书记。

1936 年夏，布鲁到西安，在共产党
领导的“红中社”（新华社前身）办事处工
作。西安事变后，布鲁进入延安红军大
学四大队学习。

1937 年夏，布鲁毕业后，被挑选到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先后担任侦察科长、
情报科长、保卫部长。1938 年，布鲁创
办了延安保安处第一期侦察情报干部特
训班。

1942 年布鲁一手破获国民党军统
“汉中训练班”大案，经边保与锄奸部门
密切配合，共抓获已潜入边区的汉训班
特务 51 人，逃跑 6人，暴露出特务线索
150余条。这是抗战时期延安破获的最
大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汉中训练班”案
的破获在边区引起轰动，令毛主席十分
振奋，称赞布鲁是延安的“福尔摩斯”！

1943年初，布鲁被调离延安保安处
保卫部长职务，到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地
区，先后担任地区保安处副处长、地委委

员、保安处长。
1946 年，布鲁被派往东北，先后担

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共松江省
委常委，社会部长兼省公安厅厅长。

1949年，布鲁随四野大军南下到江
西，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
公安厅厅长。1949 年 10月，广州解放，
布鲁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州
市委常委兼市公安局局长。

1972年，布鲁因病去世。

布鲁：延安的“福尔摩斯”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记者
贾钊、赵博、罗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臧铁伟 21日在记
者会上表示，我们关注到了近期美国
一些国会议员重提涉港法案问题，对
香港的一些事务包括对特区政府依法
施政和香港警队严格执法说三道四，
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我们对
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香港是
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是中国
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
外国无权干涉。

有香港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国
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日前在一份公
开声明中指责香港特区政府拒绝尊重
法治和“一国两制”框架，并呼吁美国
国会推动讨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想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臧铁伟

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臧铁伟说，香港回归以来，“一国

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
到全面贯彻和落实，香港居民的各项
自由和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是任何
不带偏见的人士所公认的客观事实。
近期以来，香港一些违法犯罪的暴力
分子公然攻击打砸立法机构，暴力袭
警，肆意殴打无辜市民，这些行为在任
何法治国家都是严重的犯罪，都将受
到依法惩治。

他还表示，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和
警队依法捍卫法治和秩序的正义之
举，美国有些国会议员发表不负责
任的言论，一再抹黑和诋毁。请问
如果这些暴力行为发生在美国，美
国 的 法 律 、美 国 的 警 察 会 如 何 应
对？这些议员是否还要支持和纵容
这些行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

题，是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不是
统一的问题。他们的目的不是真正
关心香港人民的福祉，而是破坏“一
国两制”和香港的繁荣稳定。我们
严正要求美国国会的有关议员停止
支持、包庇暴力犯罪分子，停止干涉
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停止推动有
关涉港议案，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
和合作的事情，任何妄图破坏“一国
两制”、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都
不会得逞。

在回答有关香港政治体制改革的
提问时，臧铁伟表示，当前，香港局势
压倒一切的紧迫任务是止暴制乱、恢
复秩序。“8·31”决定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决定。香港
事务的处理必须在宪法、香港基本法
和相关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在法治的
轨道上予以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表示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议员干涉香港事务

李克强 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自由贸易试验
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部署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
养老服务消费，确定稳定生猪生产和猪肉保供稳价措施

（据新华社）

天涯海角、荒远瘴疠，古人以为畏
途，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海南岛几千年来
的写照和标签；

度假天堂、开放高地，今人视为宜
居置业之所，这是几十年来特别是建省
办经济特区后海南发生的沧桑巨变；

椰风海韵，水绿山青，物产丰饶，浪
漫迷人，立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海
南，击楫扬帆远航于浩瀚南海上，书写
着美丽、灿烂的发展新篇章！

走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浓郁的热
带风情扑面而来。这是我国非省会地
级市第一个旅客吞吐量达 2000万级的
机场，1994年建设通航时旅客吞吐量仅
6.9万人次。增长近 300倍的数字，见证
着三亚和海南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三亚从偏僻落后的小渔村成长为

国际知名的度假天堂，这是海南旅游业
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一个缩影。”三亚市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局长陈震旻说。

目前，海南已培育形成了海洋旅
游、康养旅游、科技旅游等 10大旅游产
品体系。建成 9个滨海旅游度假区和
酒店集群，正在建设 36 个重点旅游度
假区。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
孙颖说，200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
为国家战略以来，海南累计接待游客人数
超过了4.54亿人次，年均增长12.3%；实现
旅游总收入达到5114.34亿元，年均增长
17.3%。从看海看山、观光旅游到休闲度
假、免税购物，再到正在建设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海南旅游的品
质和内涵也在不断转型升级。

由香港企业投资 240 万港元引进
捕鱼设备，由海南组织 74 位渔民捕捞
海鲜产品，海鲜运往香港卖得 436万港
元，海南方面分得人民币36万元……

这是成立于 1981年的海南第一家

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记录，运营模式比
较简单，却开创了海南利用外资的先河。

在此之前，海南岛长期处于国防前
哨，经济封闭落后。20世纪 80年代，国
家开始推进海南岛对外开放，特别是
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海南站上
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近年来，海南不断拓展国际“朋友
圈”，当前国际友城数量增加至 61 对。
去年海南境外航线拓展到 74 条，2020
年有望开通 100条境外航线，至其他国
家及地区的邮轮航线和集装箱国际班
轮航线也将持续增加。

2018年，中央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
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朝着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标杆和
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开放门户，
海南开放再次提速。

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海南自由
贸易账户等一系列开放政策加速落地。
首家境外知名旅游集团入驻、首个区块
链试验区授牌、首家外商股权投资企业
成立、首个多功能海外离岸孵化器设
立……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者将目光投
向海南，海南开放型经济活力迸发。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外商
投资大幅增长，新设外资项目数 163
个，同比增长 2.54 倍，实际利用外资同
比增长3.6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实施脱贫攻
坚战略，贫困发生率由 12.3％ 降 至

1.3％。今年，海南将实现剩余 3个国定
贫困县、3个贫困村全部摘帽，4.5 万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

如今，全省超过 20270个自然村通
了硬化路，占具备条件自然村总数的
99.9%。中国首条跨海铁路——粤海铁
路 16 年前正式通车，湛江到海口高铁
项目正在积极谋划；建成世界首条环岛
高速铁路，与纵横交错的“丰”字形高速
公路网串联，全岛基本形成 3小时交通
生活圈……海南岛“遥不可及、难以抵
达”彻底成为“过去时”。

海南教育事业起步晚、基础弱，是一
块突出的民生短板。海南坚持“小财政”
办“大教育”，在全国率先实行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两免一补”政策，率先实施中职教
育免学费政策，对边远贫困地区和核心
生态保护区实施“教育移民”扶贫工程。
“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

差！”海南实施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
通过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在一张蓝图
上增绿护蓝。2018年，海南环境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例超过 98%，主要河流湖
库、近岸海水水质优良率分别为 94.4%、
96.6%，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2.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海南正奋力
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书写更多的发展
奇迹。
（据新华社海口8月21日电 记者

凌广志、王晖余、吴茂辉、罗江）

上图：海南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全

景。 新华社发

荒岛变热土 击楫远航立潮头
——海南岛70年沧桑巨变记

布鲁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21日电

（记者安路蒙）中国核学会 21日发布
消息称，截至 2019年 6月底，中国大陆
在运核电机组 47台，装机容量 4873万
千瓦，位居全球第三。
“十三五”期间，全国核电投产约

1900万千瓦、开工 760万千瓦以上，预
计2020年装机容量达到 5103万千瓦。
“我国核电自主创新体系不断完

善，核电关键设备和材料国产化率显著
提高，形成以华龙一号、CAP1400为代
表的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同时快堆和高
温气冷堆示范工程进展顺利，小型反应
堆研发和示范工程准备在积极推进
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寿君说。

我国大陆核电装机容量
居全球第三

据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记
者安娜、叶昊鸣）国家煤矿安监局局长
黄玉治 21 日表示，新中国成立 70 年
来，我国煤炭产量由新中国成立之初
的 0.32 亿吨，增至 2018 年的 36.8 亿
吨，净增 114倍，煤炭供给由严重短缺
转变为产能总体富余、供需基本平衡。

我国煤矿技术装备水平明显提升。
目前我国年产1000万吨的综采设备、采
煤机、液压支架和运输机等成套装备达
到世界先进水平，8.8米超大采高智能综
采工作面成功应用，全国煤矿采煤、掘进
机械化程度已分别达到78.5%、60.4%，煤
炭生产实现由手工作业向机械化、自动
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历史性跨越。

我国煤炭产量
70年来净增 114倍

据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记
者于佳欣）记者21日从商务部获悉，截
至目前，世界 500强公司中已有约 490
家在华投资，约占总体数量的98%。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说，中国企
业国际化步伐加快，《财富》500 强的
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增长，已经从
2001 年上榜的 11 家，增长到 2019 年
的 129家。

过去一年来，中国在扩大对外开
放方面作出巨大努力，提高了对外资
的吸引力。2018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
资 1383 亿美元，稳居发展中国家首
位。根据世行报告，中国营商环境在
全球排名去年一年提升了32位。

世界500强公司
约 98%在华投资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今年 10
月 1 日前后，北京将隆重举行庆祝活
动，热情欢迎中外记者采访。庆祝新中
国成立七十周年活动新闻中心设在北
京梅地亚中心，将于 9月 23日开始正式
运行。为便于中外记者采访，新闻中心

将负责接待前来采访庆祝活动的中外
记者，组织新闻发布会和记者招待会，
联系安排中外记者采访活动，并开设新
闻中心官方网站和微信公号，为记者采
访报道庆祝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
和技术保障。

为方便香港特别行政区记者、澳门

特别行政区记者、台湾地区记者和外国
记者提交采访申请，大会开通记者报名
注册系统（域名：http：//reg70prc.zgjx.
cn），欢迎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通过
该系统提交报名注册申请。采访申请
受理时间自 2019 年 8 月 22 日起，至
2019年 9月 8日止。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活动新闻中心9月23日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