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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融媒选粹

新华社评论员

当地时间 27 日，美方全然不顾中方多次
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将所谓“2019 年香港
人权与民主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在香港
正滑向“恐怖主义”深渊的危险时刻，美方一
些政客趁火打劫，妄图以国内法实施“长臂管
辖”、干预香港事务，其反中乱港的霸道嘴脸
和险恶用心昭然若揭。然而，从苦难中奋起的
中华民族从来都是吓不倒的，美方倒行逆施
必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
的迎头痛击。

美方政客插手香港事务，是对中国内政的
粗暴干涉，是对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民的严重挑衅。美方政客妄图以搞乱香港来
牵制中国发展的图谋定然不会得逞。美方严重
践踏国际法，视国际关系准则为无物的霸权行
径，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几个月来接连不断的大规模违法暴力行
径，已将香港推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暴力违

法犯罪分子在全港多区疯狂打砸烧，瘫痪道
路交通，破坏列车轨道，向行进中的列车投掷
燃烧弹，残害无辜市民，把暴力引入校园……
持续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
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
“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暴力肆虐的香港，经济民生遭受重创。止
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也是最大民意。美方一些政客对此不仅视而
不见，反而大肆对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和中央
政府对港政策指手画脚，恶意抹黑“一国两
制”，为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提供保护伞，
为插手香港事务提供所谓的“法理依据”。

这一法案被冠以“人权与民主”之名，却无
视香港违法暴力行径造成的破坏，为暴力分子
张目，何谈人权？以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何谈民主？美国一些政客无非是假借“人权民
主”之名行霸权干涉之实，与“反中乱港”势力狼
狈为奸，捞取政治资本，遏制中国发展。这种虚
伪、卑鄙的行径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唾弃！

这一所谓的“人权与民主法案”，置香港

广大市民利益于不顾，给特区政府止暴制乱
制造“绊脚石”，向正义人士发出“恐吓信”，释
放出纵容暴力犯罪分子的错误信号，其实质
是要搞乱甚至毁掉香港。这是对广大香港同
胞共同和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是与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为敌，必将遭到全
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得到全面有效实施，取得举世
公认的成就。香港同胞依法享有广泛的自由
和民主权利。当前香港的问题绝非人权与民
主问题，而是“反中乱港”分子使用暴力手段
企图颠覆合法政权、颠覆“一国两制”。美国
一些政客妄图以一纸法案把香港变为遏制
中国的棋子和前哨，其图谋断然不会得逞。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
内政，不容任何外国政府和外国势力干预。任
何国家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任何企图搞乱香
港、损害中国良好发展局面、阻挠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图谋和行径，都必将遭到包括广大

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也注
定将遭受可耻的失败。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 5000 年文明、14 亿
勤劳勇敢人民、960 万平方公里辽阔国土的
国家，任何威胁都吓不倒，任何施压也压不
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
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步伐。美方的
讹诈只会进一步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怀，
让中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
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
心坚定不移。香港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掌握在包
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手中，香港在祖国
内地强有力支持下必将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奉劝美方一些政治势力，不要徒劳地与
民心作对、与大势为敌，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
务、干涉中国内政。抹黑诋毁中国、毒化中美
关系氛围的政治把戏，只会严重冲击干扰中
美关系发展，无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

美方一意孤行必将自食恶果

在一份 4000 来字的文件中，“长久不变”

一词出现 20 多次之多——刚刚公布的《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
长久不变的意见》，对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
系、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至关重要，同
时又为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土
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了坚实前提。
可以说，长久不变，正是为了依法有序改革，
为了变得更好。

政策合为时而出。这一意见的出台恰逢其
时。按照承包期三十年计算，2023 年开始，第二
轮承包开始大批到期，延包高峰期将集中在
2026 年到 2028 年。由于不同地区情况不同，承
包地期限千差万别，实际上最近两年部分地区
农村已经开始面对这一工作。目前，全国有 15
亿多亩农村承包地，涉及近两亿农户，农村土

地延包事关千家万户农民切身利益，事关广大
农村地区稳定发展大计。党中央强调长久不变
的政策一贯性，对稳定农民预期至关重要。这
份“定心丸”恰到好处，对一些可以理解的观望
心态与疑虑担心，可以药到病除。

“一不动百不摇”。土地关系或人地关系，
是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关系，以土地制度为核
心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的政策基石。
党中央明确强调，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
有，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农村土
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是农村最大的制度；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不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
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
损害了。四个“不能”为长久不变确定了明晰
的政策底线。

改革是时代的主题。农村承包土地保持稳
定并长久不变，是为了确保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顺利进行。我国改革从农村起步，农村改革从
土地承包开始。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农村土地集
体所有权与家庭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到党

的十八大之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
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两次重大
土地制度改革都是在坚持基本制度不变基
础上守正创新，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和
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了新型工业化城镇化
和城乡融合的历史进程。

在农村土地制度方面依宪改革、依法改
革，2019 年是一个重要年份，有关改革的法
律支撑基本具备了：2019 年元旦，新的农村
土地承包法正式施行；历时十多年之久的土
地管理法修法完成，新土地管理法将于 2020
年元旦施行。党的十八大以来部署的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试点，将依法在全国层面铺开。
在农村土地问题上坚持长久不变、坚持尊重
农民意愿，是法律刚性要求。各级政府要依
法行政，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
须为”。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宣传普及宪法
以及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让
法律深入民心，成为农民捍卫自身权利、参
与改革发展的法治之盾。
（记者王立彬）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

长久不变，是为了变得更好

扫描右侧二维码，快来看看
你家离雪花还有多远。

本报评论员王俊禄

今年 5 月起，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出台
了《党员干部失实反应澄清保护工作办法（试
行）》，对澄清对象、程序、要求等进行了明确。
当地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澄清就是还干部
清白，为干部撑腰。不能让敢拼敢闯的干部背
着包袱干事，影响了担当作为的激情”。

给证实“清白”的干部正名，正了社会风气，给

遭受冤屈的基层干部打了气、暖了心，值得点赞。
干部被冤，不排除一些举报者或道听途

说、掌握事实有误；也不排除一些人动机不
纯、为个人目的借组织之力打击报复。

不管是“误告”还是“诬告”，如果听凭发
展，形成歪风，会挫伤干部工作积极性，进而
影响改革发展大局。

“不放过一个坏人”与“不冤枉一个好
人”，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近年来，不少地
方在“打虎拍蝇”的同时，给经调查无问题的
干部开张“健康证明”，还干部以“清白”，给
群众一个“明白”，是对改革发展担当者的担
当，也是构建良好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态的应

有之举。
如何“正名”？从实践看，应针对

不同情形区别对待。对于一定范围内调
查的，应在党组织或单位内部等相应范
围内澄清所调查问题；已通过公众舆论
造成社会影响的，则有必要以扩大会或
书面形式，消除负面影响。互联网时
代，也应当用好新兴媒介，扩大正名的
传播范围。对“背黑锅” “受委屈”的
党员干部，组织除了“正名”之外，如
举报者行为已造成严重后果并触犯相关
法律，司法机关应支持当事人依法追究
诬告者的相应责任。

点赞！给蒙冤受屈干部正名

本报评论员陈琰泽

近日，一则“大 V 自
曝薅大学图书馆羊毛”的
新闻引发舆论关注。微博
用户“眸冷骨累的王马丁”

发文称自己在大学读书
时，“但凡发现学校图书馆
里有我久久爱慕的古书，
就统统借来不还，按图书
馆规定赔偿。”就这样，该
“大 V”称自己以十元一
本的价格将数套 50 年代
古文书全“赔”回了自己
书房。

网友批评，此举“钻了
制度的空子，不以为耻反
以为荣”。面对批评，这位
大 V 面不改色，继续舌战
网友，还普及起所谓“契约
精神”，称“违约是契约的
一部分，18 年前每本书我
都付了钱买下来了，是付
过钱的，办过手续，拿到赔
偿回单的”。

钻制度漏洞，占公共
利益，绝不是遵守了什么
契约精神。28 日上午，这
位微博用户再次发帖称，
将归还所有书籍。该校图
书馆也回应称：“印象中
2002 年并未出现学生大量
赔偿的情况，即使该生所
说属实，对有较高价值的
复本，图书馆会在闭架书
库中留存，而珍贵民国图
书不对学生外借，只对老
师开放。”

有网友建议，“图书馆
的管理太宽松，应当以更大的处罚力度来警
戒借书不还者，补上管理漏洞”。然而调高赔
偿价，对于不小心把书弄丢的学生来说，无疑
是一种误伤。

社会公序良俗，是基于每一位社会成员
对于规则的遵守和重视。薅羊毛、耍小聪明，
以一己之私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实际
上是“以耻为荣”的“利己主义”，是病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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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1 月 27 日，我国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
甘肃、宁夏、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多地已经“签收”
过了今冬的初雪。而在南方，长沙、合肥的今冬初雪也
在 11 月 25 日提前“到货”。随着新一轮雨雪天气的到
来，华北等地的今冬初雪也终于“安
排”上了。

全全国国““盼盼雪雪””地地图图来来了了

6600 万万米米高高空空看看辽辽宁宁

南滨蔚蓝大海，北衔黑土平原。这里是辽宁，中国
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新中国第一炉火红的铁水，在这里
喷涌而出。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从这里直刺苍
穹。新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从这里出
海远航……

扫描右侧二维码，查看新华
社微信公号消息《 60 万米高空看辽
宁，是什么体验？》。

种种了了十十年年““风风景景””之之后后

江西吉安，水槎乡新桥村曾经的农田，水土流失严
重，多发山体滑坡。退耕还林十余年后，郁郁葱葱的水
杉成为当地一道秀美的风景线。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现场云《退耕还林十余年后 这里
种出一道水杉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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