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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通达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定于2019年8月23日上午
9：30时在通辽市奈曼旗达林园举办拍卖会。

公开拍卖：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和海广场ABC号楼18
层 2单元 1805室，建筑面积为 147.83 平方米；1806室，建筑面积
133.96平方米，产权整体转让（包括室内家具家电），参考价：300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与
我公司联系看样并提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0475-8256969 13604756752
公司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青龙山大

街（北岸华庭小区B2#楼3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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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7日，内蒙古自治区科协举
办的“中国科普大篷车走进俄罗斯”
交流活动在俄罗斯赤塔市青少年科
创中心启动。内蒙古满洲里市科协
主席高云宏、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
第一副主席米尔海伊德洛夫先生、教
育部部长多姆斯基先生出席，包括两
国青少年在内共计100多人参加了
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满洲里市科协主
席高云宏代表自治区科协致辞：今
年是中俄两国建交70周年，为增进
两国人民的友谊，推动毗邻地区科
普交流，我们带来了科普展品，目的
是让俄罗斯青少年感受科学的魅
力，共同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共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努力。
外贝加尔边疆区副主席米尔海伊德

洛夫先生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中方的
感谢，对开展两国间的科普交流的
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期待并致力推
动今后两国深入开展科普方面的交
流合作。

满洲里市科协遴选的42件科普
展品于7月25日便已运抵俄罗斯赤
塔市青少年科创中心，包括反转的镜
像、无皮鼓等深受青少年喜爱的声光
电设备，目前已有近500名俄罗斯青
少年从中感受到了科技的乐趣和魅
力。此次巡展活动为期40天，预计
将有8000人次到现场体验。

此外，满洲里市科协向俄罗斯赤
塔市青少年科创中心赠送了航模、建
筑模型、车模、七巧板、科幻画文具等
一批科普礼品。

为丰富活动内容，增进中俄两

国青少年的相互了解，8 月 7 日至
10日，在俄罗斯赤塔市还举行了中
俄青少年科普交流活动，20名中国
青少年和 20名俄罗斯青少年进行
了3Ｄ打印、机器人比赛和科幻画交
流等活动，进一步使两国青少年加
深了解、增进友谊，在心中播撒友谊
的种子。

满洲里市科协负责人表示，此
次大篷车走进俄罗斯交流活动，不
仅让俄罗斯青少年感受了中国科
普设备的魅力，还通过两国青少年
的互动交流，使科普成为了加深友
谊的桥梁，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科
普交流合作。俄罗斯赤塔市青少
年科创中心负责人对中方举办的
活动给予高度评价，期待举办更多
此类活动。

内蒙古科协举办“中国科普大篷车走进俄罗斯”
交流活动

□新华社记者

再不切除暴力之瘤，将乱港暴徒绳之
以法，香港危矣！

香港激进分子制造“黑色恐怖”愈加
疯狂，已完全视法治为无物。11日暴徒再
次围堵警署，袭警手段发展到投掷汽油
弹，造成警员被烧伤。无法无天的街头暴
力正在扼杀香港，于此危急时刻，所有真
爱香港的人们不能再隐忍，都当挺身而
出，尽快制止这个“恶性肿瘤”的蔓延，阻
止香港被推向一条无以承受的不归路。

致命武器已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香港
街头，可发射砖头的弹弓、弓箭、毒性化学
粉末、汽油弹、甚至仿制气枪轮番上场，触
目惊心。激进示威者已抛掉所谓“和平”

“理性”的伪装，现形为香港社会安宁的最
大破坏者和最危险因子。他们围攻落单
警察，咬断警察手指，使用汽油弹烧伤警
察，近两个月已有一百多名警察受伤。他
们骚扰、威胁、围攻、殴打持不同意见的普
通市民……这些人不是暴徒，是什么？！
再不依法严惩，以儆效尤，不法之徒就要
把香港推向深渊！

两个多月来，不断升级的违法暴力已
让香港社会付出沉重代价。暴徒破坏公
物、堵塞干道、阻挠通勤甚至打砸纵火，不
定时、不定点地四处闹事，把香港搅得乌
烟瘴气、人心惶惶。暴徒们对法治精神和
公序良俗的抛弃已令港人谈“黑”色变，所
过之处商家停业、行人绕道，唯恐避之不
及，严重侵犯大众正常生活的基本权利，
令诸多关系民生的行业收入显著下跌，让
本就疲弱的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若社会
动荡持续，倒闭潮和裁员潮难以避免，香
港生存发展之本可能毁于一旦。

这些暴力分子尤其是背后的策划者、
组织者和指挥者，不只是“香港之耻”，更是

“香港之癌”。他们愈加脱序，愈加猖獗，也

愈加暴露歹毒的用心。他们就是要瘫痪特
区政府管治，就是要冲击“一国两制”底线，
说白了就是要“反中乱港”，以谋求政治私
利。为此，他们不惜牺牲港人利益，不惜撕
裂香港社会，包括不惜葬送那些被他们裹
挟、煽动、教唆的香港年轻人的前途命运。
因此，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就是香港当前最
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关系香港未来、
关系香港广大市民切身利益的头等大事。

警员们伤痕累累，暴力现场遍地狼
藉，繁华的商业街萧索冷落。而有些毫无
良知的媒体和舆论依然在煽动暴乱、抹黑
诋毁警队；某些西方政客仍然闭着眼睛说
瞎话、颠倒黑白。闭嘴吧，血与铁的事实
戳穿了你们瞎话和谎言！任何对暴徒的
包庇、纵容、支持，任何对暴徒的姑息、为
他们狡辩、开脱，都是对忍辱负重守卫家
园的香港警队的最大侮辱与亵渎，是置广
大香港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是对香
港整体利益的最大伤害！

香港社会和广大市民当充分意识到，
香港已到危机关头，何去何从，没有人能
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按照基本法规定，
中央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强大的力量，
迅速平息可能出现的各种动乱。而对于
香港自身而言，每个不想被暴力分子代表
的香港人都有责任站出来，坚决与暴力割
席，共同向暴力说“不”，力挺特区政府依
法施政、稳定局势，力挺香港警队严正执
法、维护安宁，进一步凝聚起共护家园、以
正压邪的正能量。救香港，就是救自己。

时间不会等待，香港不能犹豫。要让
香港尽快驱散阴霾，摆脱滑向沉沦的漩
涡，恢复健康的肌体，就必须采取果断措
施，严正执法、公正司法，让少数暴力犯罪
分子和背后的策划组织者付出沉重代
价。我们也要更严厉地正告“乱港反中”势
力，你们戕害香港的政治算计昭然若揭，你
们自私阴险的政治图谋注定失败。多行不
义必自毙！（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

必须将乱港暴徒绳之以法！

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 （记者
陈菲 罗沙）“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不断提高抓好整改落实、解
决突出问题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针对存在的问题边学边查边
改，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最高法坚持把讲政治作为开展主
题教育的基本要求，不断提高自身政治
站位，坚持把“改”字贯穿始终，各部门
坚持边学习边调研边检视边整改，努力
查找本单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足，研
究整改措施。

最高法政治部、刑三庭赴基层法
院联系点调研期间，与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和市县两级法院干警开展座
谈，了解突出问题，听取意见建议。
司改办、知识产权法庭通过发放“初
心”问卷、座谈会、谈心谈话、“大调

研”等方式，充分听取党员干部对领
导班子、领导干部存在问题的反映，
切实找准抓实问题症结。法研所建立

“研究与管理工作研判会”制度，周例
会上由各部门轮流汇报工作内容及设
想，全所同志对该部门提意见，达到
增进了解、发现问题、改进工作的目
的。民二庭在主题教育专题学习暨

“民二庭新时代大讲堂”活动中，组织
干警对照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
牢的问题，认真开展问题检视。民四
庭向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涉外业务
庭、各海事法院发函征求意见，努力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新闻
局研究起草《最高人民法院新闻主任

制度暂行规定》，拟在机关各单位设
立“新闻主任”，解决新闻舆论与业务
工作“两张皮”现象。

最高检直面突出问题，针对《领导
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等三项
规定落实不够的问题，结合实际修订落
实中央规定的登记文书，对记录情况开
展一次集中登记，加强对三项规定及最
高检具体制度落实的监督检查，对执行
情况进行通报。针对律师执业权利保
障不够到位的问题，最高检专门开展保
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监督活动，通过统
一业务系统对违规情形进行流程拦截，
在流程监控软件中增加违规情形的自

动监控，加强案件信息公开平台推广使
用，加强对侵犯律师合法权益的监督和
提醒纠正，确保律师合法权益得到有效
维护。

最高检党组还讨论通过了关于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
干举措，再次向作风建设的沉疴顽疾

“亮剑”，教育引导机关党员干部牢固树
立正确政绩观，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切实转变依靠“开会、发文、检查”推
动工作的惯性思维，俯下身子、真抓实
干，确保主题教育和中央确定的“基层
减负年”工作取得实效。今年以来，最
高检建立“群众来信七日内程序性回
复，三个月内实体性答复”制度。最高
检第十检察厅充分利用主题教育的契
机，加强学习教育、督导指导和培训引
导，以主题教育推动群众来信件件回复
制度的落实。

集中把脉会诊 突出重点整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主题教育中边学边查边改确保取得扎实成效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12 日在答记者问时强
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
务。

有记者问：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涉
嫌参与发生在伊朗等国家的“颜色革

命”。中方表示，香港近来发生的一系
列事件中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
征，这是否意味着中方怀疑美国中央
情报局参与其中？能否拿出任何证
据？

华春莹说，近来，美国频频对香港

事务说三道四、颠倒黑白、煽风点火。
美政要及外交官员会见、接触反中乱港
分子，无端指责中国中央政府，为暴力
违法行为张目，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我要再
次问美方，你们居心何在？你们要借香

港达到什么目的？”华春莹说。
她再次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促美
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
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立即停止干涉中
国内政。

外交部：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记者
叶昊鸣）记者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财
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向浙江、江苏、山
东三省紧急下拨中央防汛防台风补助资
金3亿元，其中浙江1.5亿元、山东1亿元、
江苏0.5亿元，主要用于支持三省做好超
强台风“利奇马”抢险救援救灾工作。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部
署台风“利奇马”防范应对工作，应急管
理部主要负责人每日主持召开视频调度
会，先后派出10个工作组分赴浙江、上
海、江苏、山东、河北、天津、辽宁、吉林、
黑龙江等地一线，指导协助当地采取针
对性防御应对措施，全力做好台风防御
应对和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此前已紧急
向浙江预拨救灾资金3000万元。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向浙苏鲁下拨

防台风补助资金3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记者
叶昊鸣）记者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截至当日16时，台风“利奇马”已造成浙
江、上海、江苏、山东、安徽、福建、河北、
辽宁、吉林9省市 897万人受灾，171.3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其中已安全返回
138.8万人。

据了解，此次台风还造成5300间房
屋倒塌，4.2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
受灾面积 531千公顷。浙江、上海、江
苏、山东等地3万多名消防指战员共参
加抢险救援6177起，营救遇险和疏散转
移被困群众8843人。

8月 12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
部署台风“利奇马”北上强降雨应对工
作，强调台风过后不能有丝毫松懈，后
续带来的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
泥石流、中小河流决口漫堤和城市内涝
等灾害。要求各地层层压实责任，加强
风险隐患排查，落实江河湖泊重要堤
防、水库水电站、地质灾害隐患点巡查
防守和应急抢险责任，盯紧人口密集
区，加强山前屋后、河流沿岸房屋安全
检验，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必要时果
断采取停产撤人措施。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要发挥国家队和主力军的
作用，对可能产生风险的重点地区前置
力量，精准高效救援。

国家防总12日派出工作组分赴辽
宁、河北，指导协助当地开展防汛防台风
工作。应急管理部对山东紧急启动国家
救灾应急响应，并应山东省要求，调派一
架重型直升机前往参与抢险救援工作。

台风“利奇马”
致897万人受灾

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 （记者
刘明洋）香港中联办负责人12日发表
声明，严厉谴责香港极少数暴力违法
分子采取的极端暴力行径，呼吁全社
会行动起来，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香
港警队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共同维护
香港法治和社会安全。

该负责人表示，11日，在香港多区发
生了违法暴力袭击，极少数激进暴力分
子更使用了大量具有高杀伤性的武器，
包括向警署投掷汽油弹导致值勤警员严
重烧伤，甚至有人使用大口径强力射击
装置袭击警署。该负责人严正指出，世
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绝对不能容忍这

些令人发指的极端暴行。如果任由这些
恐怖暴行蔓延，香港将滑向无底深渊。

他对在袭击中受伤的警员表示深切
慰问，对香港警队在处理连串违法暴力事
件时坚守岗位、忠诚履职、专业克制和严
正果断执法表示由衷敬佩和致以崇高敬
意，并对全体警队的家人亲友长时间来的
默默支持、忍辱负重表达诚挚的问候。

该负责人强调，当前香港广大市民最
迫切的愿望就是尽快止暴制乱，使香港社
会回复稳定安宁。全社会都要坚定支持
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依法严惩暴力犯罪
分子，以实际行动共同维护自己的家园，共
同维护香港“一国两制”的美好明天。

香港中联办：严厉谴责极端违法暴力行径

新华社北京 8月 12日电 （记者
查文晔）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12
日在北京就香港11日晚极少数暴徒在
多处向警察投掷汽油弹并导致警员烧
伤一事表明态度，对实施这种严重违法
犯罪的暴徒予以严厉谴责。

杨光表示，11日晚，有极少数暴徒
在香港长沙湾警署、尖沙咀警署、湾仔
警察总部等多地向警察投掷汽油弹，导

致警员多处烧伤。对于这种丧心病狂、
不计后果的严重犯罪行为，我们表示极
度愤慨和强烈谴责！同时，我们向受伤
的警员表示慰问！

杨光指出，香港警队是维护香港社
会治安和法治的中坚力量。两个多月
来，香港警务人员恪尽职守、依法履职，
在止暴制乱一线表现出的专业克制、做
出的重要贡献有目共睹，赢得了包括广

大香港市民在内的所有热爱和平安定
的人的普遍赞誉和崇高敬意。但连日
来，香港激进示威者屡屡用极其危险的
工具攻击警员，已经构成严重暴力犯
罪，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这是
对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的粗暴践踏，是
对香港市民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对
香港繁荣稳定的严重挑战。对这样的
暴力犯罪行径，必须坚决依法打击，毫

不手软，毫不留情。我们坚决支持香港
警队和司法机构果断执法、严正司法，
尽快将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杨光说：“我也要在这里呼吁，香港
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头。所有关心
香港前途的人都应该坚定地站出来，向
一切犯罪行为说不，向一切暴力分子说
不。‘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是香港当
前压倒一切的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香港极少数暴徒投掷汽油弹袭警予以严厉谴责

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 （记者
周文其）在11日香港多区的非法集会
中，有暴力示威者破坏公物、堵塞道
路，更有暴力示威者投掷汽油弹，令警
务人员受伤。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12
日凌晨对此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在多区的非法集
会中，有暴力示威者破坏公物、堵塞道路；
围堵警署，以激光、砖块袭击警务人员；更
有暴力示威者投掷汽油弹，令警务人员受
伤。暴力示威者无法无天的行为严重威

胁警务人员和其他市民的人身安全，我们
对此感到愤慨，并予以最强烈的谴责。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违法示威活
动也让部分公众服务设施提早关闭，
阻碍紧急服务和商业活动。这些持续
而且大范围、不定时、不定点出现的违
法及暴力行为，剥夺普通市民正常生
活的权利。呼吁广大市民共同向暴力
说“不”，协助社会尽快恢复秩序。警
方也必定严正果断执法，令违法示威
者接受法律制裁。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对示威者
投汽油弹等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志愿者和乌英苗寨的孩子们在卫生课上（8月10日摄）。日前，30多名来自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等高校以及部分澳门
中学的青年志愿者，来到广西贵州交界的乌英苗寨教学点，开展为期一个星期的支教活动。志愿者为苗寨儿童带来了丰富多
彩的课外活动，并对乌英教学点进行了校园环境的美化。此次活动是澳门青年学子第二次来到乌英苗寨开展支教活动。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澳门青年学子苗寨支教

8月12日，在寿光市纪台镇尧河店子村，受灾菜农抢摘黄瓜，以降低损失。受
台风“利奇马”影响，“蔬菜之乡”山东寿光有1.8万个大棚进水受灾。目前，村民正
积极排涝，降低损失，准备恢复生产。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山东寿光：积极排涝受灾大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