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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国务委员、国
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克志 16 日
在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国反
恐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恐
怖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强烈

的政治担当、使命担当、责任担当，全力确
保反恐怖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创造安全稳定政
治社会环境。

赵克志要求，要做到统一思想和提高认
识到位，始终绷紧反恐怖斗争这根弦，以最
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周密措施坚决防止暴
力恐怖案事件的发生，确保全国社会大局持

续稳定。要做到情报信息和侦察打击到
位，坚持情报先导，打好严打严防暴力恐
怖活动攻坚战和新疆反恐维稳组合拳。要
做到反恐怖防范和应急准备到位，确保一
旦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及时反应、高效应
对、稳妥处置。要坚持齐抓共管，加强组织
协调，做到反恐怖工作责任和措施要求落
实到位。

赵克志在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暨全国反恐怖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全力确保反恐怖工作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随着熊熊圣火逐渐敛去光辉，不舍的人
群缓缓散场，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在河南郑州落下帷幕。

9 天来，56 个民族的体育健儿顽强拼
搏，同场竞技，同台展演，携手联欢，畅叙情
谊，合奏了一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华美
乐章。

全国民族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赛事，闭
幕晚会完美收官，是到该说再见的时候了。

带着恋恋不舍，人们收获着成功，珍藏着
友谊，回味着快乐。一个个热血豪迈的比赛瞬
间，一支支独具特色的欢乐歌舞，一份份真挚
感人的同胞情谊……荡漾在人们心间。大家
相约，四年后海南再见。

这是一场民族团结的盛会。赛场上，运动

员为民族体育奋力拼搏；赛场下，大家交流情
感、凝聚友谊。各族同胞走到一起，相互尊重、
相互欣赏、相互融合，爱护民族团结，珍视民
族友谊，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这是一场群众体育的盛会。这些体育运
动多源于各族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天
然具有群众性。参赛运动员则来自各种职业，
教师、学生、军人、医生等应有尽有，奖项设置
也尽量淡化竞技色彩，突出了群众参与。一些
在运动会上备受追捧的体育运动，还被各族
同胞带下赛场，带回家乡，成为多地群众喜爱
的健身休闲方式。

这是一场文化交融的盛会。在全国民族
运动会的推动下，各民族将本民族的特色传
统体育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原来仅局限于一
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特产”，逐渐成为各民
族的共同财富。许多体育运动为多个民族所

共有，成为维系民族感情、增进民族认同的
载体和符号。

聚是一团火，各民族在运动会中相互
交流，共同进步；散是满天星，参赛运动健
儿回到家乡，传播民族团结的好故事，传授
竞赛展演的好技艺，共同推动民族团结、健
康中国向纵深发展。

相信很多赛场的故事和友谊，会流淌
进各族人民的血液里，代代相传永不灭。各
族同胞结下的深情厚谊，更会越过高山、江
河、草原、沙漠，根植在广袤的神州大地。

山河欢歌乐交融，家国笑舞共筑梦。各
族同胞携手奔向未来，不断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
早日实现。 (记者顾立林、刘怀丕)

新华社郑州 9 月 16 日电

曲终人不散 携手向未来
■体育时评

新华社香港 9 月 16 日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6 日表示，相信在中央的支
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包容和理
解下，在特区政府与各方展开
真诚对话后，香港一定会跨过
难关。

林郑月娥当日出席香港中
华出入口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七十周年酒会并致辞
说：“国家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
开放，不论在经济、社会、民生
等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
回望过去，香港一直发挥担当
起连接内地与全球其他国家的
角色，把海外企业‘引进来’，并
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展望未
来，我们将继续抓紧机遇，积极
参与国家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
和‘一带一路’建设，务求为‘国
家所需’发展‘香港所长’。”

林郑月娥表示，目前香港正
处于外忧内患之际，受到中美经
贸摩擦的影响，香港进出口贸
易、运输物流业和相关行业前景
仍然困难；加上过去数月香港面
对极为严峻的局面，对经济、民
生、对外经贸关系、旅游、零售等
都不可避免产生负面影响，使香
港已经下行的经济情况进一步
恶化，甚至可说是雪上加霜。特
区政府十分关注中小企及市民
在疲弱的经济环境下所承受的
压力。财政司司长在上月宣布了
一系列“撑企业、保就业、纾民
困”的支援措施，希望能够帮助
企业和市民面对经济下行带来
的挑战。

林郑月娥强调指出，粤港
澳大湾区是新时代国家改革开
放下的重大发展战略；香港在
大湾区的定位是国际金融、航
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
通过融入大湾区的发展，我们
会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
币业务枢纽和国际资产及风险
管理中心的功能，并大力发展
创科和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
务，从而进一步提升香港的国
际金融中心地位。

据新华社香港 9 月 16 日电香港特区政府 16 日表示，
评级机构穆迪调低香港信用评级展望欠缺事实根据。穆迪
16 日将香港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转为“负面”，但同时确
认香港长期信用评级在 Aa2。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穆迪基于香港财
政稳健及外汇储备丰厚，有充裕的缓冲应对目前的困难，确
认香港的长期信用评级为 Aa2 级，即第三最高级别。不过，
我们不认同穆迪以近期社会事件或削弱香港制度优势为
由，将香港的评级展望下调为‘负面’的决定，并认为其推论
是欠缺事实根据。”

陈茂波表示，香港的财政实力在报告中再次获穆迪的
认同，并指这有助香港抵御冲击。香港的外汇储备在 2019
年 8 月为 4328 亿美元。财政储备在 2019 年 7 月底为 11437
亿港元，相当于特区政府约 23 个月的开支，或本地生产总
值的 38 . 3%。事实上，稳健的经济基调和充裕的储备，让我
们有实力应对当前的挑战，并确保宏观经济及金融体系维
持稳定。特区政府会利用充裕的财政空间在有需要时推出
措施支持经济。

陈茂波表示，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的经济和金融联系，是
香港长远发展的积极推动力。即使面对环球经济转弱及贸
易摩擦，内地经济在 2019 年上半年实质按年增长仍达
6 . 3%，继续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内地持续扩大市场对外
开放，对高增值服务需求进一步增加，香港具高度竞争力的
服务业将能显著受惠。商界普遍认同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和
金融联系日益加强，会带来重大的经济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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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戏剧界举行联欢宴会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据新华社香港 9 月 16 日电(记者朱宇轩)香港戏剧界

国庆筹备委员会 16 日晚举行联欢宴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多位演艺人士呈现粤剧、昆剧等经典作品。

粤剧社团香港八和会馆副主席新剑郎表示，国家推行
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不仅利于粤剧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传播，还加强了大湾区内粤剧
和其他艺术形式的交流，极大促进了粤剧的发展和传播。香
港戏剧界人士将抓住机遇，传承并推广中华传统曲艺。

随后，两位 8 岁小朋友用稚嫩的童声带来粤剧表演《打
金枝》，拉开了宴会序幕；香港中文大学和声书院京昆班合
唱的《游园惊梦》婉转动人，赢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经典歌
曲《我和我的祖国》响起，观众纷纷拍手应和，将宴会推向高
潮……

香港戏剧界国庆筹备委员会名誉主席李和声在宴会结
束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看到年轻人在舞台上表演粤剧感到
十分欣慰，并希望香港青年能走进内地，看看祖国的变化和
成就，积极融入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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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香港邮政将发行特别邮票
新华社香港 9 月 16 日电香港邮政 16 日宣布，将于 10

月 1 日发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为题的特别邮
票及相关邮品。

香港邮政表示，将引入优化服务，于 9 月 17 日至 10 月
1 日期间提供新一轮预订服务。顾客可额外订购这套特别
邮票及相关邮品，亦可购买额外全套以 38 间集邮局邮戳
(2019 年 10 月 1 日)盖销邮票的首日封。顾客可于 10 月 30
日起领取新订购的邮品。

据悉，顾客在 8 月 30 日或之前预订的本套特别邮票及
相关邮品，可于 10 月 2 日起领取，亦可通过前述新一轮的
预订服务额外订购相关邮品。本套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于
10 月 2 日起在所有邮政局发售，包括首日封、小全张、邮票
小型张、邮票小册子等。

新华社广州 9 月 16 日电(记者胡林果、骆
飞)1991 年出生的香港女孩梁安莉还记得 2017
年第一次去贵州省赫章县的经历：漫山遍野的
韭菜花、绵延不断的山脉，“那一刻感觉自己进
入了童话世界”。

那时的她，正准备和母亲一起加入中国东
西部扶贫协作的帮扶队伍中。

贵州赫章县由广州市番禺区对口帮扶。在
广东省第一扶贫工作组和番禺区政府的牵线搭
桥下，部分在穗的港资企业开始把市场腹地瞄
向中国西部山区。

赫章县地处乌蒙山，是中国深度贫困县之
一。长期以来，外出务工是当地群众摆脱贫困的
主要方式。这里的高海拔和气候条件很适宜鲜
花培育，成为梁安莉的扶贫突破口。

随后的一年间，梁安莉与专业团队一起走
遍了赫章县十几个大大小小的乡镇，寻找合适
的种植场地。2018 年 5 月，梁安莉和母亲出资
成立的广州港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赫章县签

订了投资协议，正式开启了“贵州屋脊”上的
产业扶贫计划：通过投资建设云海花田田园
综合体和花卉育种育苗种植基地，带动当地
贫困户脱贫致富。

香港出生、高中毕业之后在美国读书的
梁安莉此前并不十分了解内地的情况。在美
国，梁安莉认识了很多来自内地的年轻人，与
他们交谈中了解到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在
决定自己事业前程的时候，她选择到机会更
多、空间更广的内地发展。

帮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即使做足了准
备依然面临重重困难。梁安莉说，港华公司的
员工大多是广东人，无论语言还是饮食，团队
成员的种种不适让她一度想打退堂鼓：“有时
候甚至会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是看到这么多
扶贫干部不舍昼夜的工作，作为香港青年，也
应该有作为、有担当。”

心里有了目标，便有了干劲。
最初建设鲜花基地时，贵州当地的部分

群众也不理解：“你们种的花不像洋芋苞谷，
卖不掉还不能吃，种了有什么用？” 面对质
疑，梁安莉便耐心讲解——— 薰衣草可以用来
提炼精油、制作成香包，高原雪菊可以用来制
作优质花茶。

当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专家要求村民
用镊子种花时，一开始也有人有抵触情绪。梁
安莉便与专家共同给村民讲解——— 用镊子种
植更能保证成活率。

有的村民想放弃种植时，梁安莉便通过
计件工资来激励村民的工作积极性……

2018 年，梁安莉团队打造的铁匠花卉育
种育苗种植项目，成功试种白扇菊、橄榄绿等
30 多个菊花品种，2019 年引进了日本北海
道薰衣草、芝樱等种苗。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8 月底，项目共带动农户增收 200 多万元，
其中，带动贫困户稳定就业 32 人，共使贫困
户增收 40 多万元。

一年下来，当地的贫困户陈万春还清

了债务；村民周巧成长为公司的管理人员，
每月能拿到 4000 元工资，还准备承包鲜花
大棚。

梁安莉还把“芳香产品”带到了广州。
在近日闭幕的第 27 届广州博览会上，梁
安莉带来的贵州鲜花制品很受欢迎。面对
火爆的订购场景，她还计划开启网络销售
平台。

“香港青年在内地一样可以大有作为。”
梁安莉说，给予她信心的正是漫山遍野的鲜
花。为了带动更多的粤港澳青年了解和参与
到扶贫工作中，梁安莉及其团队决定建立粤
港澳青年援黔创业示范基地。

未来，在贵州乌蒙山上，不仅会有漫山遍
野的野生韭菜花，还有包含农业种植加工、花
海旅游观光、休闲康养度假等于一体的现代
化田园综合体。“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为脱
贫攻坚夯实基础，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梁
安莉说。

“有了花香就有了希望”

香港“90 后”青年的贵州扶贫记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记者余俊杰)“一带
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短期
访学班 9 月 16 日在北京
开班。访学班由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主办、“一带一
路”新闻合作联盟秘书处
(人民日报社对外交流合
作部)和中国传媒大学共
同承办，来自拉美和非洲
地区的 26 个国家 46 家主
流媒体的 50 名资深编辑
记者参加开班仪式。中共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蒋建国
在开班仪式上致辞。

蒋建国表示，中共十
八大以来，中国媒体业界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始终做到坚持人民立
场，坚持真实客观，坚持社
会责任，坚持开放包容，新
闻舆论工作唱响了主旋
律，传递了正能量，有力激
发了全体人民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团

结奋斗的强大力量。
蒋建国说，新闻媒体是传承文明的重要载

体，是增进各国人民理解和友谊的重要纽带。各
国媒体加强对话交流、开展互学互鉴，是实现世
界媒体业共同发展、更好履行新闻舆论工作职责
使命的重要途径。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衷心希望大家利用这次访学机会，深入交
流沟通，分享成功经验，推动务实合作；同时，亲
自了解和体验一个热情友好、丰富多彩的中国。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庹震在致辞中说，今年
4 月 23 日，“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首届理事
会议在人民日报社成功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会议发来贺信。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我
们继续推进“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建设提供
了重要指引和重要遵循。目前已有来自 94 个国
家的 194 家媒体成为“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
正式成员。这次短期访学班，是落实联盟联合宣
言的一个重点项目，也是加强交流合作，密切人
员往来，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新闻精
品生产的具体举措。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向访学班代表
颁授了新闻合作联盟短期访学项目旗帜。中国
传媒大学校长廖祥忠也在开班仪式上致辞。

访学班学员代表阿根廷《号角报》国际部主
任马塞洛·坎特米、南非《先驱报》兼《周末邮报》
总编辑恩瓦比萨·马昆加在开班仪式上发言。

此次访学班以“新时代、新理念、新媒体、新技
术”为主题，9月 16日开班、29日结业。在北京期
间将组织讲座、参访媒体、交流互动，随后全体学
员还将分赴陕西、浙江、贵州、广东等地采访调
研，全面了解“一带一路”的时代内涵，真切感受中
国的发展成就，深入探讨媒体融合的路径举措。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记者孙少龙)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全国检察机关办
事服务综合门户 12309中国检察网于 16 日正
式上线。

据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有关负责
人介绍，12309中国检察网集案件信息公开、办
事服务、监督意见等功能为一体，构建了案件信
息公开、网上信访等七大块、二十五项具体功
能，实现了检察机关“一个窗口”对外提供服务，
为每一件群众来信都在七日内程序回复以及在
三个月内完成办理过程或结果答复等提供有力
的技术支撑。同时，12309中国检察网集网站、
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和热线电话四种方式，
为群众提供全方位服务。未来还可根据检察业
务发展需要实现法律文书远程送达、律师在线
阅卷等服务。

据悉，12309中国检察网在原来 12309 检
察服务中心网站基础上，新增了公益诉讼线索
和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区功能。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专区向社会公众提供未成年人控告、刑事
申诉、申请救助服务入口。在公益诉讼线索收集
入口，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移动终端随时随地举
报相关线索。

“一个窗口”对外服务

12309 中国检察网上线

▲这是 9 月 16 日拍摄的 2019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博览会现场。

当日，2019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期间将举
办网络安全博览会、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网络安全主题日等活动。 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2019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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