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5日，小朋友在体验“射水打靶”。
11月15日，福建省龙岩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消防橙

快乐学”营区开放日活动。百余名幼儿师生、家长零距离体
验消防训练、学习消防常识，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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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广州11月15日电（记者吴
涛）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广铁集团）15日宣布，2020年春运外省务
工人员团体订票将于本月16日启动。

据广铁集团介绍，凡是经地方劳动或
社保部门确认的企业流动人员数量不少
于30人的企业，或者5名及以上到广东等
地务工的外省务工人员自行组织的团体
（简称自组团）均可申报团体订票。

办理 2020 年春运外来工团体订票
的申报要求仍为相同乘车日期、出发站、
到达站车票每批次不少于5张，但办理
方式相对去年更便捷。企业和自组团首
次可预订广东地区节前部分加开列车软
座车票，以及湖南地区与其他地区部分
节后的部分加开列车软座返程车票。对
于往年办理过外来工团体订票业务的老
企业，如企业名称、营业执照注册号等信
息均无变化的，今年可在团体订票网站
完成在线审核。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王
优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15日发布了《生
活垃圾分类标志》标准。在本次标准修订
中，主要对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的适用范
围、类别构成、图形符号进行了调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建司相关负责
人在 15 日举办的通气会上说，相比于
2008版标准，新标准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
大，生活垃圾类别调整为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和11
个小类，标志图形符号共删除4个、新增4
个、沿用7个、修改4个。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标准发布

广东春运订票
今日开始启动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2006年7
月1日，一条穿越世界屋脊、将祖国温暖送
到高原边疆的“天路”——青藏铁路，终于
全线通车了，这是一件让祖国各民族人民
欢欣鼓舞，让世界叹为观止的壮举。

建设青藏铁路，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
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20世纪50年
代，党和国家就着力研究解决进藏铁路建
设问题，并于1958年作出了修建青藏铁路
西宁至格尔木段（即西格段）的决策。经
过1958年动工修建、1960年停工缓建、
1974年挥师复建，到1984年5月，青藏铁
路西格段814公里建成通车。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从推进西部大开
发、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大局出
发，作出了修建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
的重大决策，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高原铁
路的目标。经过各方面的精心论证和充
分准备，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正式
开工。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
长的高原铁路，沿线高寒缺氧，地质复杂，
冻土广布，工程十分艰巨。中国的建设者
们经过几年艰苦奋战，在攻克许多罕见科
技难题之后，最终建成了穿越世界屋脊的

“天路”。铁路全线路共完成路基土石方
7853万立方米，桥梁675座、近16万延长
米；涵洞2050座、37662横延米；隧道7
座、9074延长米。2006年7月1日，青海
西宁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
路全线通车。

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对改变青藏高原
贫困落后面貌，增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
和共同繁荣发展，促进青藏铁路沿线地区
的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产生了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

据新华社南京11月15日电 记者从
江苏省有关部门获悉，江苏天嘉宜化工有
限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发生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抢
险救援、伤员救治和事故调查处置等作出
部署。江苏省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
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涉嫌违纪
违法问题的 61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问
责。同时，江苏省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问
题的44名企业和中介机构人员立案侦查
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江苏倪家巷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江苏天嘉宜化工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倪成良，江苏天嘉宜化
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勤岳，江苏天工大成
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单国勋等44人
涉嫌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重大劳动安全
事故罪、污染环境罪、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响水生态化工园区党工委书记朱
从国、响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孙锋、响水
县时任环保局局长温劲松等15名公职人
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监察立案调查
并采取留置措施。

61名公职人员被问责

江苏严肃查处江苏天嘉宜
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
爆炸事故案相关责任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
成欣）针对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
若骅在英国遭反中乱港分子围攻受伤一
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5日表示，中方要
求英方立即彻查这起事件，全力抓捕凶
徒，切实保护所有中国在英人员的人身
安全与尊严。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道，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骅
11月14日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遭到
蒙面人围攻, 被人推倒受伤，正在医院

接受救治。你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我们对香港特区政府律

政司司长郑若骅在英国遭反中乱港
分子围攻受伤一事表示强烈愤慨和
严厉谴责。中国驻英国使馆第一时
间派人赶赴现场进行处置、提供协
助,并要求英方立即为郑若骅司长提
供安全保护。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
也将前往医院探望郑若骅司长。”

耿爽表示，事实证明，反中乱港分
子完全是一群暴力违法之徒，他们的所

作所为已经突破了法律底线和文明底
线。这种明目张胆袭击伤害香港特区
政府官员的行径必须得到制止和严
惩。如任由反中乱港分子胡作非为，不
仅将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也必将给
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严重干
扰和破坏。

耿爽指出，这起骇人听闻的袭击香
港特区政府高官事件发生在英国，也与
一段时间以来英方一些政要在涉港问题
上是非不分、颠倒黑白，明里暗里为暴力

违法行为张目,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有
直接关系。如果英方不改变其错误做
法，继续火上浇油、推波助澜，必将遭到
反噬，贻害自身。

“我们要求英方立即彻查这起事
件，全力抓捕凶徒，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切实保护所有中国在英人员的人身安
全与尊严。我们敦促英方在涉港问题
上谨言慎行，不要再发出错误信号，不
要再挑拨怂恿，不要再插手香港事务，
不要再干涉中国内政。”耿爽说。

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
司长在英遭围攻事件 中方要求英方立即彻查

在全港多区疯狂打砸纵火、瘫痪道路
交通，破坏列车轨道，向行进中的列车投
掷燃烧弹，无差别残害普通市民，把暴力
引入校园……连日来，香港暴力犯罪分子
不断升级破坏活动，已经将这个城市推到
了极为危险的境地。

“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
迫的任务。”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
人第十一次会晤时，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当
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明确
宣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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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继续坚定支

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
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
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5 个多月来，香港暴力犯罪分子的所
作所为已远远超出“和平集会”“言论自
由”和人类文明、人性道德的底线。暴徒
们自称与弱者同行，却无差别地欺凌手无
寸铁的市民；自称和平示威，却有组织、有
预谋地纵火、袭警；自称捍卫民主，却遵循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荒谬逻辑；自称
捍卫自由，却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言论自
由，剥夺市民“免于恐惧的自由”，让他们
无时无刻不处在危险之中。

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所谓“反修例”
不过是虚伪的借口，香港激进分子就是要
制造“黑色恐怖”，为了捞取政治利益，已无

所不用其极。香港经济连续两个季度环比
下跌，已经步入技术性衰退，今年香港经济
极可能出现负增长。现在，一个事实愈发
清晰：不与暴力割席，暴力就会绑架自己；
同情暴徒、做暴力的帮凶，暴力必然反噬自
身；所谓“违法达义”，只会让香港永无宁
日。暴力已经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并正
在危及香港的公共安全。止暴制乱、恢复
秩序，市民才有福祉，香港才有未来。

极端暴力活动是任何社会都绝不能
容忍、绝不会姑息的。止暴制乱、恢复秩
序，是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机关的共同责
任。我们坚决支持特区政府、香港警方和
司法机关坚守法治原则，采取更有力、更
果敢、更有效的行动，强力遏制打击各种
违法暴力犯罪行为和恐怖主义行径，保护

香港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呼吁香
港社会进一步认清煽暴派为一己政治私
利，不惜破坏香港整体利益的丑恶面目，
每一个真正热爱香港的市民都应站出来
向暴徒说不、与暴力割席，凝聚起反暴力、
护法治、保稳定的正能量。我们坚决反对
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为香港的激进
势力和暴力分子张目，对以任何形式插手
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必将采
取有力的措施坚决予以反制，坚定维护中
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香港不能再乱下去了！止暴制乱、恢
复秩序，还香港以安定，还民众以安宁，这
是人心所向，也是大势所趋。历史早已证
明，顺潮流者昌，逆潮流者亡。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当务之急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新华社北京11月 15日电 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15日
就香港一名无辜市民遭暴徒伤害致死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
若骅女士在伦敦遇袭受伤事件发表谈
话，对施暴者予以严厉谴责，呼吁尽快
将暴徒绳之以法。

杨光说，11月13日下午，在香港新
界上水地区一群暴徒疯狂攻击清理路

障的市民，致使一名70岁的罗姓清洁
工人严重受伤，经救治无效于14日晚
去世。这是“修例风波”以来在香港暴
力活动中丧生的第一位市民。伦敦时
间11月1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
政司司长郑若骅在当地参加一场仲裁
讲座时遭到数十名暴徒围攻并受伤。
我们对上述极端暴力行径表示极大愤
慨和严厉谴责，对去世长者表示深切哀

悼，对郑若骅司长表示深切慰问。
杨光表示，近来香港暴力活动升级，

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危及香港居
民的人身安全。暴徒除了在香港实施打
砸抢杀等暴力活动之外，还将黑手伸向
境外，竟然对特别行政区政府官员行凶，
可谓丧心病狂、嚣张至极。对这类严重
犯罪行为，必须依法严惩。

杨光表示，习近平主席 14日在巴

西就香港局势发表的重要讲话，发出
了中央政府对香港止暴制乱的最强
音。我们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立法、司法机关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履行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一最紧
迫的职责和任务。希望香港各界人士
擦亮眼睛，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暴力
行径，支持有关方面追究暴力犯罪分
子的刑事责任。

新华社香港11月15日电 中央人民
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负责
人11月15日发表声明，对遭受暴徒疯狂
攻击经抢救无效去世的一位无辜市民表
示深切哀悼，对极端激进分子的疯狂攻
击行为予以严厉谴责。

11月13日下午，在上水广场外，一
群黑衣暴徒疯狂攻击清理路障的市民，
期间用硬物砸向一名70岁的食物环境卫

生署外判清洁工人，致其当场仰面倒地，
头部严重受伤，经医院救治无效于11月
14日晚去世。这种反人类无差别残害人
命的暴行，毫无人性，天理难容。该负责
人表示，中联办对死者表示深切哀悼并
对其家属表示慰问，对这种丧心病狂的
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坚决支
持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依法严惩，彰显
法治公义。

该负责人指出，近日香港暴力犯罪
全面升级，暴徒频频采取罔顾人命、泯灭
人性的恐怖手段，严重威胁广大香港市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让香港陷入人人自
危的境地，“黑色恐怖”笼罩全城。血淋
淋的事实告诉我们，香港不能再这样乱
下去了，否则每一个市民都将面临严重
威胁。全体香港市民必须坚决与暴力割
席，共同维护法治、维护社会稳定。

该负责人说，近日已有越来越多的
市民勇敢地站出来，自发清理路障，保护
过路的老人与孩子，给执勤警察鼓劲加
油，他们的行为是广大香港市民渴望告
别恐惧、恢复安宁心声的反映。香港中
联办向这些普通市民表达敬意，并希望
有更多热爱香港的市民能走出来、站出
来，用实际行动向暴力说不，彰显恢复社
会秩序的强大正能量。

香港中联办严厉谴责暴徒攻击无辜市民

严厉谴责香港暴徒攻击无辜市民
和在英国袭击律政司司长的罪恶行径

国务院港澳办新闻发言人

新华社北京11月 15日电 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杨光15日发表
谈话表示，习近平主席14日在巴西就香
港局势发表的重要讲话，发出了中央政
府对香港止暴制乱工作的最强音，国务
院港澳办将坚决贯彻落实，全力支持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加大对激进暴力
犯罪活动的惩治力度，尽快恢复社会正
常秩序。

杨光说，习近平主席心系香港，在
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
晤时就香港当前局势发表重要讲话，表
明中国中央政府的严正立场，这是中央
政府在香港修例风波持续5个多月，特
别是近期激进暴力犯罪活动升级的情
况下，对止暴制乱工作发出的最强音，
句句千钧，振聋发聩。习近平主席的重
要讲话，深刻指出了激进暴力犯罪活动

的严重危害和实质，明确宣示了中央政
府对香港局势的基本立场和态度，明确
提出了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为稳定香港
局势指明了方向和路径。这一重要讲
话是对林郑月娥领导的特区政府的强
有力支持、对广大市民的巨大鼓舞、对
激进暴乱分子及其幕后支持势力的严
厉警告。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坚定支持林

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
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
分子，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和鼓励香港社
会各界人士进一步凝聚起反暴力、护法
治、保稳定的压倒性正能量，促使香港
尽快结束乱局，恢复社会稳定。中央政
府和全国14亿人民永远是香港战胜任
何风险挑战的最坚强后盾。

习近平主席巴西讲话发出中央政府
对香港止暴制乱工作的最强音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

天路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新中国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