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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球，人们有这样一个普遍共

识：国家越安全，社会越安定，公民的权

利和自由就越能得到保障。6月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

法》，并将该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当地公布实施。

这部法律的实施，为“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提供了强大支撑，不仅将有力推动香

港重回正轨、重新出发，也将成为香港

居民权利和自由的坚实保障。

“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会有安

居乐业的家园！”去年香港“修例风波”

发生以来，人们对这句话深有体会。在

反中乱港势力的策划和怂恿下，香港街

头“黑暴”横行、“揽炒”成风，激进暴力

分子当街纵火、四处投掷汽油弹和燃烧

弹，暴力对抗警方执法，袭击、禁锢、围

殴警察和平民，私藏枪械和弹药，放置

爆炸装置，甚至进行炭疽恐吓，制造恐

怖主义事件……当起码的人身安全都

得不到保障，当正常的生活生计都受到

威胁，谈何安居乐业，谈何权利自由？

如今，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些煽动

“黑暴”、策划“揽炒”的人，正是香港居

民权利和自由的最大敌人。

一段时间以来，反中乱港势力利

用香港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不设防”，

大肆从事破坏“一国两制”活动。不仅

如此，他们还将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

居民权利和自由相对立，刻意污名化、

妖魔化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以方

便他们进行各种分裂、颠覆、渗透、破

坏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颁布实施，针

对的正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和活动，这就是法律规定的分裂

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

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这四

类罪行。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这些

行为和活动，就是要维护国家安全和

香港繁荣稳定，更好地保障绝大多数

香港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好地保

障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权利自由从

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明

确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应当遵循的重要法治原则，强调“尊

重和保障人权”。法律颁布实施后，香

港居民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

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

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言论、新

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

的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会受

到任何影响。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香港居民和法人与其他国家、地区以及

相关国际组织等有着密切往来和联系，

这些正常的交往活动依法受到保护，也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毋庸讳言，这里还涉及一个深层次

问题，就是香港一些居民对国家的了解

和信任问题，特别是对内地法治状况的

了解和信任问题。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40多年的努力，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

举世公认的进步。正所谓“法治是最好

的营商环境”，中国内地是吸引外资最

多的地方之一，这本身就是中国良好法

治状况的体现。就刑事司法制度而言，

内地与香港相差不大，国家安全机构在

内地办案始终坚持严格依法办事，并有

严格的程序限制，怎么可能到了香港反

而变得无拘无束？近年来，不少长期在

中国内地工作、生活的外国人以各种方

式谈及，中国是世界上最能给人安全感

的国家，就是最好的明证。

（下转第三版）

香港居民权利自由的坚实保障
■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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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今年是中
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
年，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
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据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颁发
给下述对象中符合条件的人员：
——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

在的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

——出国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的、
健在的医务、铁道、运输、翻译人员，参加
停战谈判等工作的人员，民兵、民工，新
闻记者、作家、摄影等人员。
——1953 年 7 月停战后至 1958 年

10月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期间，在朝鲜
帮助恢复生产建设的、健在的人员。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去世的，在此
次发放范围之内。

此次人员统计采取组织统计和个
人申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组织统计

为主，个人申报作为补充。组织统计不
能覆盖且符合颁发条件的人员，可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前，填写“中国人民志
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
个人申报表，由本人或授权代理人向其
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提交申报材料，申报表下载地址及各地
区受理部门情况详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 障 部 网 站 表 彰 奖 励 专 栏（www.
mohrss.gov.cn）。审核确认后，于 2020
年 10月开始陆续发放。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颁发“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搜索识别目标、占领攻击阵位、锁
定瞄准击发……

仲夏，黄海某海域风大浪急，第 71
集团军某陆航旅组织直升机对空射击
演练。机组连串动作后，空空导弹拖
着白色尾焰直扑目标。

很快，数公里外海域上空，大速度
飞行靶机被击毁，坠入海中。
“不预先通报靶机航线、不固定靶

机飞行速度，全程让飞行员自主占领攻
击阵位、选择攻击时机、完成尽远攻
击。”该旅领导介绍，通过近似实战环境
锤炼，有效提升了战鹰对空攻击能力。

有了首发命中战绩，一级飞行员刘
传鲁面对再次放飞的靶机充满自信，准

备沿原航线突防后实施侧翼攻击。
谁知，指挥组增加训练难度，不断

改变靶机航向、速度、高度。飞行员们
绷紧神经，全力应对。

刘传鲁放弃侧翼攻击方式，改用尾
追攻击。他操纵直升机大速度追击、大坡
度转弯、大角度跃升，对靶机紧追不舍。

10公里、8公里、6公里……随着距
离越来越近，座舱屏显上，靶机外观逐
渐清晰。此刻，瞄准具显示目标锁定，
刘传鲁抓住战机，果断按下“发射”按
钮，命中目标！

该旅领导介绍，为了让训练与实战
更好接轨，每次飞行前他们都会准备多
条航线。飞行中，塔台还会临机下达指

令，“液压油泄漏”“动力系统受损”等特
情处置课目不断上演，提升飞行员临机
应变、临机决断能力。

红日西斜，完成射击任务的直升
机陆续返场着陆。

钻出座舱，刘传鲁不禁感慨：“从
严从难成为新常态，逼着我们不断补
齐专业短板，提升打仗能力。”

据悉，此次濒海训练中，该旅成功
完成了多弹种射击、低空突防、掠海飞
行等 10余个险难课目，积累了百余项
海上飞行数据，部队作战能力得到有
效锤炼。

图①：锁定空中目标。
图②：发射空空导弹。

飞行前准备多条航线，飞行中设置多种特情。第71集团军
某陆航旅让训练与实战更好接轨—

濒海突击，磨砺“低空利剑”
■本报记者 李怀坤 特约通讯员 向 旭

本报讯 记者孙兴维、通讯员李浩然
报道：日前，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下发工
作《导则》明确，军队工程项目管理将实现
由传统的设计、采购、施工相分离模式，向
设计、采购、施工于一体的“工程总承包模
式”转变。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推开军事设施建设工程总承包模
式，是加快推进“十三五”规划落实攻坚战
的务实举措，也是顺应国内外建筑行业发
展的客观需要，对提升我军工程建管效
能、推进转型发展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传统的军队工程建设模式，长期实

行设计、采购、施工相分离，不仅前期工
作流程长，而且勘察设计单位、施工企
业、材料供应商等主体之间各管一段、相
互掣肘，管理效益低。为破解工程建设
顽症痼疾，有效提升建设质量和速度，中
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积极对表国
家深化工程建设管理改革要求，结合军
队工程实际创造性探索实践，“十三五”
期间在全军有序推开军事设施建设工程
总承包模式。此模式将设计、采购、施工
全部交由一家承包单位负责，有利于加
快工程建设进度，缩短建设周期，提高工

程建设质量。这一模式已在全军重点建
设项目中推广应用，产生重要的军事、经
济效益。为进一步明晰工程总承包活动
中各方职责界面、提升项目管理质量，
《导则》重点围绕项目发包、企业资质、经
费管理、组织架构、技术标准、竣工结算
等方面作出明确要求。

为积极稳妥推广工程总承包模式，中
央军委后勤保障部要求各单位后勤部门
根据自身实际和项目特点，进一步细化相
关内容。后续将结合实际工作运行和开
展情况，逐步制定完善配套政策制度。

全军军事设施建设项目有序推开工程总承包模式
“百花开来丰收来，丰收来呀幸福来，

欢唱那新时代，瑶家幸福生活来……”
炎炎夏日，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

凤凰乡德纳村，莲藕泥鳅共生产业示范
基地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子弟兵帮我们建设莲藕泥鳅共生

产业示范基地，这两年收益越来越好，
日子越过越红火……”看着技术员将泥
鳅苗投放到水塘，德纳村脱贫户覃梅燕
笑得合不拢嘴，“以前，我们主要靠打
零工维持生计，挣不了多少钱。自从入
股产业示范基地，家里人均年收入超过
9000元。”

巴马瑶族自治县是著名的“世界长寿
之乡”，秀美的山水是当地的一张亮丽名
片。但“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自然环境，也

给瑶族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德纳村地处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地

表难以蓄水。千百年来，当地瑶族群众
只能在石头缝里种植玉米、红薯等作
物。过去，德纳村有一半村民是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是个典型的深度贫困村。

2016年，该县人武部开始挂钩帮扶
德纳村。经过调研，他们发现当地非常
适宜发展莲藕种植，同时，在藕塘中养殖
泥鳅，不仅能起到疏松淤泥的作用，还能
增加有机质肥料，促进莲藕生长。

为此，人武部主动与当地农业公司
联系，协调他们与德纳村党支部签订合
作开发协议，建起莲藕泥鳅共生产业示
范基地，带动贫困户增收。不仅如此，他
们还帮助村里建起了隆祥兔养殖基地和

水生蔬菜种植基地，农村集体经济实现
稳步增长，探索出一条绿色、环保、可持
续发展的致富新路。2017年 12月，德纳
村实现了整村脱贫摘帽。

昔日的荒山成了瑶族群众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金山银山”，乡风纯朴、邻里和
睦、生态宜居的德纳村，已成为当地的一道
美丽风景，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人武部领导

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加大扶持力度，
帮助瑶族群众巩固脱贫成果，打造集观
光、垂钓、采摘于一体的生态旅游新村。

“长寿之乡”的美丽嬗变
—回访少数民族摘帽村系列报道②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记者 冯 强 通讯员 迟桂仕

“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锐

利武器，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

发展和技术创新。”6月2日，习主席在

专家学者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凸

显科研攻关对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

的关键支撑作用。

科学技术是战胜疫情的重要法

宝。无论是疫情暴发初期的检测手段

优化，还是作为治本之策的疫苗研发，都

依赖于各国的科研力量。6月7日发布

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

书显示，目前我国已有5种疫苗获批开

展临床试验，总体研发进度与国外持平，

部分技术路线进展国际领先。快速攻

关背后，是科研实力提供的充足动能，以

及科研人员夜以继日的不懈拼搏。

交流互鉴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要

求。作为“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

花”，各国之间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是国际社会正常交往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

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努力推动科技创

新成果惠及其他更多国家和人民。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过程中，

中国提出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积极实施

创新人才交流项目，支持中外创新人才

开展交流、培训、合作研究。一直以来，

中国科技的发展与应用，都坚持合作开

放的精神，与世界携手前行、共同进步。

近期，中美学者合作制备出原子

和分子间的“跨界”量子纠缠，就是

中外科技交流合作的又一可喜成果。

然而，与此同时，美国某些政客却一

门心思要阻碍两国正常科技文化交

流。他们将签证“武器化”，以国家

安全为借口，暂停部分中国留学生和

学者进入美国，甚至可笑地诬称他们

都是“间谍”。

美国教育理事会副总裁布拉德利·

法恩斯沃思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留学

生，美国将在一些领域丧失国际领先地

位”。事实证明，美方给中美正常交流合

作施加种种人为限制，是违背民意之举，

是损人不利己之举，暴露出某些政客根

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当前，国际社会面

临共同挑战，急需团结合作，美方这种行

径不仅不利于当下国际社会的团结抗

疫，对“后疫情时代”的正常国际科技文

化交流，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如

果人为阻断江河的流入，再大的海也会

有干涸的一天。从历史看，科技文化交

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从现实

看，唯有将人类社会视为命运共同体，

团结一致、合力攻关，才能战胜当前肆

虐的疫情，并实现更加长远的发展。美

国少数政客以冷战零和思维与意识形

态偏见，人为阻断交流合作，是逆历史

潮流而动，也挡不住其他国家之间的正

常交流。

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世界。中国

新冠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将作

为全球公共产品，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

国家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作出中国贡

献。这是中国担当的郑重承诺，也是中

国理念的鲜明宣示。世界潮流，浩浩荡

荡，人类携手走向更美好明天的共同愿

望，并非某些政客螳臂当车所能改变。

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世界
—携手抗疫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诠释⑤

■钧 声

②②

①①

野外驻训看变化

“七一”特别策划

铁心跟党走
使命催征急

（第二版）

武警新疆总队和田支队

中士库尔班·达吾提——

“我们的国家特别好”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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