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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当地时间 11 月 19 日，美国国会参

议院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和强烈反

对，通过了所谓“2019 年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公然为暴徒张目打气，以美国

国内法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再次暴露其强盗嘴脸和霸权本性，这是

对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

的严重挑衅。我们正告美方，收回在香

港问题上的黑手，任何违背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

就是废纸一张，注定枉费心机！

香港修例风波发生以来，激进暴

力犯罪行为不断升级，突破法律、道德

和人性的底线。暴徒疯狂打砸、肆意

纵火、瘫痪交通、暴力袭警、残害市民，

将校园变成“兵工厂”，严重侵害包括

警务人员在内的广大市民的人身安

全、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严重危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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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香港推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

然而，对于暴徒犯下的一桩桩罪

行，美方却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打着

“人权与自由”的幌子，粗暴干涉香港

事务和中国内政，恶意诋毁中国中央

政府和特区政府，公然为“反中乱港”

活动撑腰打气。

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是最根本

也是最重要的国际法原则。从过去到

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

都深受外国强权干预之害，而这种对他

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大多打着“人权与自

由”的旗号。香港修例风波发生以来，美

方在香港问题上一系列政治操弄的事

实如一面“照妖镜”，充分暴露了其以“人

权与自由”的幌子干涉他国内政的丑陋

面目，淋漓尽致地暴露了何为赤裸裸的

双重标准。美方从未批评过港英殖民

统治时期香港没有人权与自由，却对目

前享有前所未有广泛权利与自由的香

港说三道四、抹黑诋毁；美方自己的人权

纪录劣迹斑斑，却公然对一个自由度和

法治排名均高于自己的别国地区指手

画脚，大放厥词；美方处置国内示威活动

充分授权、毫不手软，却对香港警方极度

克制执法、依法维护法治横加指责，对香

港社会迫切要求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

主流民意和强烈呼声充耳不闻。在香

港正滑向“恐怖主义”深渊的危险时刻，

美政客置香港广大市民利益于不顾推

动有关法案，就是为暴徒提供“避风港”，

给特区政府止暴制乱制造“绊脚石”，向

维护法治秩序的正义人士发出“恐吓

信”。美方以荒唐、虚伪的双重标准践踏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真实面

目暴露无遗，以人权、民主为名，行霸权

干涉之实的真实面目暴露无遗。

无数事实证明，美国政客根本不

关心香港民众的利益福祉和民主人

权，他们居心叵测地破坏香港国际金

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手段卑劣地

恐吓止暴制乱的正义人士、明目张胆

地给暴徒“铺后路”，就是企图借香港

乱局，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企图借香

港问题趁火打劫，遏制中国发展，险恶

用心，昭然若揭。

当前，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

最紧迫的任务，是香港社会最广泛的民

意和最大人权。美方任何搞乱香港、阻

碍中国发展的企图都是痴心妄想，无论

打着什么幌子、搞再多的法案都是枉费

心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

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框架内处理。中国

政府绝不容许外部势力在香港问题上

为所欲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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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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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香港牌”注定失败，违背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

政的法案注定是废纸一张。我们正告

美方认清形势、悬崖勒马，立即停止插

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以免

引火烧身。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

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反制，一

切后果必须由美方完全承担。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王雨萧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
20日正式公布。“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
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国务院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鲜祖德说。

鲜祖德表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全面摸清了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家底，获得了极其宝贵的海量数据，
是对国民经济的一次全面“体检”，为
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推动高质量发
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供了数据支撑。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从单位数量、从业人员、资产等方
面来看，第三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国
民经济第一大产业。

工业内部结构也在改善。普查结
果显示，2018 年末，全国共有规模以
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33573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24.8%；占规模
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 9.5%，比 2013
年提高1.7个百分点。

“普查结果深刻反映了我国经济
结构的重大变化。”鲜祖德说，我国正
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能的攻关期。经济普查数据
反映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协调发展
取得的新进展。

市场主体大量增加

普查结果显示，2018年末，全国共
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
人单位2178.9万个，比2013年末增加
1093.2万个，增长100.7%；产业活动单
位2455.0万个，增加1151.5万个，增长
88.3%；个体经营户6295.9万个。

“普查结果准确反映了营商环境
不断优化、市场主体大量增加的新成
效。”鲜祖德认为。

创新发展深入推进

普查数据显示，2018 年末，全国
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法人有 6.6 万个，比 2013年
增长了37.9%。

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
单 位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 经 费 支 出
12954.8亿元，比 2013年增长 55.7%；
全年专利申请量 95.7 万件，其中发明
专利申请37.2万件，分别比2013年增
长70.7%和 81.1%。

鲜祖德分析，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不断涌现，蓬勃发展，普查结果全
面反映了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新动能
培育壮大的新进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就是废纸一张

中国经济“体检”看到了啥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解析

建筑工程质量大检查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充分借力“互联网+”
——课堂教学评价创新见成效

如何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成为

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高等

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学界公认，提

高高校教学质量的难点有三个，分别

是教学方式、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

在这三个难点的背后，就是如何攻克

“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及“教

学效果怎么评价”这三个常规难题。

郑州轻工业大学邓璐娟教授带

领的教改课题组按照“以学生为中

心”的原则，借助于“互联网+”的支

持，研究了“互联网+”下基于学生为

中心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设计了评

教软件，并进行了应用实践。

课题组从评价视角、评价指标、

评价方式、评价手段等教学效果评价

关键问题开展了综合研究，进而构建

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指标体

系。该评价体系从教学态度、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教学能力、教学效果五

个方面设置问卷，更多站在学生知识

和能力收获方面来综合评价，打造了

动态评价、及时反馈、持续改进的新

型教学评价模式。在学生评价教师

的同时，教师也可以评价学生并每周

向学生反馈，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双向

反馈和交流，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建

立起良性的反馈机制和友好理解的

氛围。

在数字化课程建设蓬勃开展、线

上线下课程混合开展的教学环境下，

该课题组研究开发了两款基于“互联

网+”、服务方便的教学评价软件。一

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效果动态

评价系统，该软件可实现动态评价、

教师学生互评、教师学生交流讨论；

二是知识和能力综合考虑的教学效

果动态评价小程序软件，该小程序已

在腾讯云上线，可以做到线上线下随

时评价和反馈，并形成历史评价数

据。这两款软件获得了国家版权局

的登记证书。

目前，“互联网+”下基于学生为

中心的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已在省级

在线开放精品课程进行了示范应用，

取得了实质性教学成果。例如，省级

在线开放《JSP程序设计技术》课程试

用了上述教学评价软件，教学过程中

老师和学生之间动态进行了大量的

反馈和交流，该课程教学效果较之前

相比有明显改善。该项目的研究成

果特色明显，创新性好，操作方便，在

多所高校得到了推广应用，实践效果

好。对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研究与实

践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推广价值，该

项目已经通过了省级教学成果鉴定。

（郑州轻工业大学）

河南省府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饭店承包经营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

司受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服
务中心的委托，就河南省府苑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饭店承包经营项目进行
竞争性磋商招标。

一、招标项目简要说明
1.项目概况：河南省府苑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位于郑州市纬四路政五
街交叉口东南角，经营范围主要有中
餐、烩面、早点、外卖、住宿等，营业面
积约 6900㎡（包含烩面、早点 1-2
楼），有餐厅包间26个、客房32间。

2.招标范围：府苑饭店承包经营
3.承包期限：5年
4.承包服务费最低限价：570 万

元/年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

任的能力，投标人是法人应提供营业
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投标人是
自然人应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
明。

三、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获取
1.时间：2019 年 11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7 日（北京时间，法定
节假日及公休日除外）上午 09：00－
11：30，下午2：30－5：00。

2.地点：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
限公司（郑东新区康宁路与普济路交会
处德威广场12层）

四、说明
本公告更多详细内容可查阅“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河南省招标投标
公共服务平台”和“河南省机关事务
管理局官网”，也可联系以下人员详
细咨询：

采购人：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机关服务中心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纬四路政五
街交叉口

联系人：贾先生
联系方式：13526810050
代理机构：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

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东新区康宁路与普济路

交会处德威广场12层
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方式：18703898283

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服
务中心

方大国际工程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 11月21日

近日，民权县住建局组成专业技术骨干人员对全县在

建工程质量工作开展工程质量大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现

场交办责任单位立即停工进行整改，确保了全县建筑工程

质量水平全面提升再上一个新台阶。 （朱冠奎）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20日电 外
交部副部长马朝旭 20日召见美国驻
华使馆临时代办柯有为，就美国国会
参议院审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案”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马朝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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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会上述法案公然插手香港事务，干涉
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立即采取有效措
施阻止该案成法，立即停止插手香港
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否则，中方必
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反制，一切
后果必须由美方完全承担。

外交部召见
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20日就美国
国会参议院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发表声明，声明指出：中国全
国人大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五个多月来香港发生的一系列危
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暴力犯罪，
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
香港的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近来，香港暴力分子的
打砸烧破坏活动不断升级，甚至残害
普通市民，毫无行为底线、人性道德、
法律戒惧，这与美国会插手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是密切相关的。

美国会参议院在极少数反华议员的
鼓噪下，不但不谴责令人发指的暴力犯
罪，反而借“人权”、“民主”之名继续为暴
力分子撑腰打气，充分暴露了美国会在
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极端虚伪、赤裸裸
的双重标准以及反中乱港的险恶用心。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任何外部势
力不得干涉。

外交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0日就美国国
会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发表谈话。谈话指出，该法案罔顾事
实、混淆是非、违反公理，玩弄双重标
准，公然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我们正告美方认清形势，悬崖勒
马，立即采取措施阻止该案成法，立即停
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免引
火烧身、自食苦果。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反制，
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
人杨光 20日就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发表谈话，表

示强烈抗议和谴责。
杨光指出，美国国会参议院这一

做法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赤裸裸地暴露出
美国一些政客的霸道本性和遏制中国
发展的丑恶用心。

香港中联办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联络办公室11月 20日发表声明，对美
国参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
与民主法案”表示极大愤慨和强烈谴
责。声明指出，面对香港社会希望止
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最大民意，美国国
会和一些政客却打着“人权”“民主”的
幌子，明目张胆为“反中乱港”和暴乱
分子撑腰壮胆，充分暴露了这些人的
虚伪嘴脸和企图把香港持续推向动荡
深渊、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险恶用心。

声明强调，对于美方的错误决定，
中方必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反制。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 20 日就美
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国会
参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目的根本不
是为了什么“人权”与“民主”，而是在
给香港的违法犯罪分子擦脂抹粉、摇
旗呐喊，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香港
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不是美国
的哪一个州。美国应立即停止干涉中
国内政，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否则只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外交部驻港公署

针对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所谓“香
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涉港议案，外交
部驻港公署负责人 20日严正表示，香
港是中国的香港，美政客根本没有资格
通过其国内法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有
关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践踏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对此表

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我们敦促美
方悬崖勒马，否则必将自食恶果，勿谓
言之不预也！

香港特区政府

香港特区政府 20 日对美国国会
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
示极度遗憾。

特区政府发言人指出，自回归以
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一直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的规定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充
分体现“一国两制”得到全面和成功落
实。“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市民安居乐业的最佳安排，特区政
府会继续坚定不移地按照基本法落实

“一国两制”方针。
发言人重申，外国议会不应以任何

形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
（综合新华社11月20日电）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

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开展民主评议党员
中国内政 不容干涉

中方“七连发”回击美参议院涉港法案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0 日电 近

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第二批主题教
育单位基层党组织召开专题组织生活
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的通知》，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认真检视问题，坚持实
事求是，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锐利武
器，保证高质量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

通知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活动时
的重要讲话、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等最新重要讲话，学习
党章和党内有关重要法规。通过深化
学习，引导党员充分认识，这次专题组
织生活会是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一次
生动实践，是守初心、担使命的一次政
治体检，是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以刀刃
向内的勇气解决自身问题的实际步
骤，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第二批主

题教育的部署要求上来。
通知指出，要认真检视问题。紧扣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组织党员
盘点参加主题教育的收获提高，查找违
背初心和使命的差距不足。党员重点
检视通读《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重要论述选编》或《习近平关于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情况；
检视对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和义务
权利，对照《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对照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等，查找了哪
些具体问题、改了多少、改得怎样，还有
哪些没有改到位；检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情况，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做得
怎么样，为身边群众做了什么实事好
事，还有哪些差距。基层党组织要重点
检视组织开展主题教育、严格党员教育
管理、联系服务群众、改进工作作风等
方面的具体问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都要从检视出来的具体问题中，剖析主
观上、思想上的根源。

通知强调，要严格把握程序要求，
坚持实事求是，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
锐利武器，保证高质量开好专题组织
生活会。党员要对党支部的工作进行
评议。支委会要综合党员参加主题教
育的情况和民主测评结果，对每名党
员提出评定意见。会后，党支部和党
员要根据专题组织生活会查摆的问
题，制定整改措施，并纳入明年工作计
划，抓实整改、抓出成效。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组
织开好专题组织生活会作为衡量主题
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切实加强领导和
指导。县级党委要把责任扛在肩上，加
强统筹安排，强化分类指导。党员领导
干部要主动参加所在党支部的专题组
织生活会，并至少参加和指导1个下级
党支部的专题组织生活会。基层党委
要派人列席所属党支部的专题组织生
活会，并进行点评。各级指导组、巡回
指导组和巡回督导组要严督实导，及时
发现问题，纠正偏差。要坚决反对形式
主义，防止简单以测评票数评价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