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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2日电（记者
白洁）国家主席习近平 2 日在人民
大会堂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
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土耳其都
是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
国，双方加强战略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两国要增进政治互信，强化战略
沟通，相互尊重彼此在涉及主权、独
立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巩固中土战略合作关系
发展的政治基础，确保双方关系始
终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运行。要采
取切实行动，推进反恐安全合作。中
方赞赏总统先生多次重申不允许任
何势力在土耳其从事反华分裂活

动，重视土方多次强调支持中方打
击恐怖主义，愿同土方加强在国际
反恐领域合作。要加强发展战略对
接，扩大务实合作。土耳其是共建

“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中方愿同
土方加快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

“中间走廊”计划的对接，稳步推进
贸易、投资、科技、能源、基础设施及
重大项目合作，同时积极开展中小
型、惠民项目合作，让更多企业和民
众从中土合作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
处。要继续扩大人文交流和旅游合
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夯实
中土友好的民意基础。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正
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土要坚定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体系，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
公平正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
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努力深化两
国战略合作关系，捍卫两国和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共同构建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双方要在地区事务中
保持沟通与协调，共同推动政治解
决有关热点问题，为实现地区和平、
稳定、发展作出贡献。

埃尔多安表示，通过千年古丝
绸之路连接起来的土中友好源远流
长，今天得到进一步加强。密切的土
中关系对地区和平繁荣有重要意义。
土耳其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深化对

华合作。土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
策，中国新疆地区各民族居民在中国
发展繁荣中幸福地生活是个事实，土
方不允许任何人挑拨土中关系。土耳
其坚定反对极端主义，愿同中方增进
政治互信，加强安全合作。土中合作
潜力巨大，土方坚定支持“一带一路”
建设，希望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内
加强贸易、投资、金融、能源、汽车制
造、基础设施、第五代移动通信、智慧
城市等领域合作，增进在教育、文化、
科研等领域交流。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东门外广场为埃尔多安举行欢迎仪
式。杨洁篪、吉炳轩、王毅、夏宝龙、
何立峰等参加。

习近平同土耳其总统举行会谈
新 华 社 北 京 7 月 2 日 电

2019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2 日在
海南博鳌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
致贺信，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
祝贺。

习近平指出，当前随着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
起，新能源汽车产业正进入加速
发展的新阶段，不仅为各国经济
增长注入强劲新动能，也有助于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

化挑战，改善全球生态环境。
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走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愿
同国际社会一道，加速推进新能
源汽车科技创新和相关产业发
展，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
献。希望各位嘉宾深入交流、凝
聚共识，深化新能源汽车产业交
流合作，让创新科技发展成果更
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2019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召开

习近平致贺信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记
者于佳欣 王雨萧） 记者 2日从商
务部获悉，在稳外贸方面，商务部
下一步将再出一批新举措，其中包
括推出并培育一批国家级进口贸易
促进创新示范区。

今年以来，在严峻复杂的外部
环境挑战下，1 月至 5 月我国外贸
保持稳中提质发展势头，货物进出

口 12.1 万亿元，增长 4.1%，这也
得益于我国“六稳”工作特别是稳
外贸举措的推进。

“稳外贸、稳外资不只是为了
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商务部综合
司司长储士家在“稳外贸、稳外
资、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上说，这
是统筹考虑整个国际经贸环境和国
内现实条件，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多作贡献。
为进一步落实稳外贸举措，商

务部外贸司副司长朱咏表示，商务
部将持续推出政策措施，为企业发
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比如推动同
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和区
域自贸协定，提高贸易便利化水
平。今年还将培育一批国家外贸转
型升级基地，利用产业集聚优势助

推企业创新发展。
据介绍，在稳外贸方面，商务

部还将以企业为主体，积极开拓多
元化市场；主动扩大进口，进一步
自主降低关税水平，削减进口环节
的制度性成本；全力办好第二届国
际进口博览会；再推出一批、培育
一批国家级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的示
范区。

我国将再培育一批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记
者于佳欣）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
弘 2 日表示，目前，商务部正在全
面清理负面清单以外的外资准入
限制措施，严格落实“非禁即入”。

几天前，我国发布了 2019 年
版的全国和自贸试验区两张负面
清单，进一步扩大农业、采矿业、制
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开放。6年来经
过 5次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
单从6年前的190条缩减到现在全
国版的40条和自贸区版的37条。

唐文弘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
“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新闻发
布会上说，为配合负面清单顺利实
施，商务部正在全面清理负面清单
以外的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日前，中方在G20峰会上宣布
了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包括新设
6个自贸试验区，增设上海自贸试
验区新片区等。唐文弘说，目前相
关工作都在积极推动。

关于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港，唐文弘说，商务部正在按照相关

指导意见要求，学习借鉴国际自由贸
易港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
内外贸、投融资、财政税务、金融创新
等方面探索更加灵活的政策体系、监
管模式和管理体制，目前相关政策制
度体系框架研究正在推进中。

积极贯彻落实 G20 峰会上宣
布的开放举措，商务部还积极推进
外商投资法配套法规和规章制定。
唐文弘说，我们全面清理现行有效
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废止、
修改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不衔接
的规定，确保外商投资法明年 1月
1日能够顺利实施。

据唐文弘介绍，商务部还持续
推进投资便利化，不断缩减外商投
资企业的审批范围，下放审批权
限。今年1月至6月，全国经审批方
式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占比仅有
0.16%。商务部将按照外商投资法
的规定，在外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审
批改备案基础上，建立信息报告制
度，更大限度便利企业投资，从明
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商务部正全面清理负面清单以外的外资
准入限制措施

严格落实“非禁即入”

据新华社大连 7 月 2 日电
（记者潘洁 蔡拥军）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2 日上午在大连出席 2019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发表
特别致辞。

李克强表示，夏季达沃斯论
坛在中国已经举办了 13年。当初
设立夏季达沃斯论坛时，新一轮
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全球化步伐
在加快，新业态、新技术、新商
业模式层出不穷。当时确定了新
领军者这一主题，并且延续至
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当年诸
多成长型企业已成长为“参天大
树”。我们就是要让各类市场主
体，让大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同台
竞技，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李克强表示，在当前国际形

势下，本次论坛深入研讨经济全
球化问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在上周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大阪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深
刻阐述了中国关于经济全球化的
立场和主张，再次表明愿与国际
社会一道引导经济全球化朝正确
方向发展。

李克强指出，经济全球化是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
技进步的必然。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和
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孟加拉国
总理哈西娜、格鲁吉亚总理巴赫
塔泽等政要，以及来自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代表 1900余人
与会。

肖捷、何立峰出席。

李克强出席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
并发表特别致辞

新华社香港7月2日电 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2日凌晨表
示，对部分示威者 1日以极暴力方
式冲击立法会大楼的行为感到十分
愤慨和痛心，予以强烈谴责。对于
任何违法行为，特区政府必定会追
究到底。

香港部分激进分子，1 日晚暴

力冲击并占领立法会，对立法会
议事厅内设施进行大肆破坏。香
港警方午夜后进行清场，将暴力
冲击并占领立法会大楼的示威者
驱离。

2 日凌晨 4 时许，林郑月娥会
见传媒时表示，有示威者由 1日早
上开始一直与警方对峙，堵塞道

路，以不明液体攻击警察。中午时
分，情况急转直下，示威者以极暴
力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用铁
棍、铁箱车破坏大楼玻璃外墙，用
带有毒性的化学粉末攻击警察。晚
上，示威者强行闯入立法会大楼，
在里面大肆破坏，损毁了庄严的议
事厅和特区区徽。

林郑月娥说，这些目无法纪的
暴力行为严重影响香港法治的核心
价值。她对此感到十分愤慨和痛
心，予以强烈谴责，相信市民也有
同感。

她说，警方处理整日的暴力行
为时一直表现克制，但对于任何违
法行为，必定会追究到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烈谴责暴力冲击破坏立法会行为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国务
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 2日就香
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暴力冲击立法
会事件发表谈话，表示坚决支持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警方依法处置
该事件，并依法追究暴力犯罪者的
刑事责任。

该发言人表示，7 月 1 日是香
港各界人士纪念香港回归祖国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喜庆日子，但
一些极端激进分子却借口反对特区

政府有关条例修订，以极为暴力的
方式冲击立法会大楼，肆意损坏立
法会设施。这种严重违法行为践踏
香港法治，破坏香港社会秩序，损
害香港的根本利益，是对“一国两
制”底线的公然挑战。我们对此予
以强烈谴责。

该发言人表示，中央政府坚决
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警方依
法履行职责，并支持香港特别行政
区有关机构依法追究暴力犯罪者的

刑事责任，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
序，保障市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维
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新华社香港7月2日电 中央
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
公室负责人 7 月 2 日发表谈话指
出，对香港 7 月 1 日发生在立法会
大楼的暴力事件表示震惊、愤慨和
强烈谴责，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对有
关严重违法行为追究到底。

该负责人指出，一些极端分子

以极其暴力的方式冲击立法会大
楼。在大楼内进行一连串目无法纪
的大肆破坏活动，令人震惊、痛心
和愤怒。他们的暴行是对香港法治
的极大挑衅和践踏，严重损害香港
的社会安定，绝对不能容忍。

该负责人表示，香港中联办坚
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追究有关暴力
行为，坚决维护香港法治和社会秩
序，与香港各界人士共同维护香港
繁荣稳定局面。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就香港发生暴力冲击立法会事件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记者
侯晓晨）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 日
说，中方对有关国家粗暴干涉香港
事务和中国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和坚
决反对。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表
示，7 月 1 日，在香港特区发生的
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肆意损坏立
法会设施的行为，是践踏法治、危
害社会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我们
对此予以强烈谴责。中央政府坚决
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依法处
置该事件。

他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
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我们对有关国家粗暴干涉香港事

务和中国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和坚
决反对。我们再次告诫有关国家
谨言慎行，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
香港内部事务，不得以任何形式
为暴力违法分子撑腰壮胆，不要
发出任何误导信号，不要作出任何
错误举动。

有记者问：英国外交大臣亨特
就不法分子暴力冲击香港特区立法
会大楼发推特称，英方坚定不移支
持香港及其自由，暴力行为不能接
受，但香港人民必须拥有在法律范
围内和平抗议的权利。对此中方有
何评论？

耿爽说，近段时间以来，中方
已多次就香港特区政府修例问题向

英方阐明立场，并就英方不当言论
提出严正交涉。但英方无视中方立
场，频频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粗
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
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他说，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
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
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干预。中
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香港繁荣稳
定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决反对外部
势力干预的态度坚定不移。我们要
求英方深刻反思错误言行的后果，
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
和中国内政。

另有记者问：美、英、欧盟在

声明中表示，香港人民应拥有和平
抗议权利，同时应避免暴力行为，
当前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克制。你是
否有进一步评论？

“如果发生在香港的暴力冲击
立法会事件发生在美国或者欧洲，
他 们 会 怎 么 处 理 ， 会 听 之 任 之
吗？”耿爽说，大家在电视上都看
到过美国和欧洲警察对待暴力行为
的执法场景。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
生在香港，他们不但不反对和谴
责，还要跳出来说三道四、指手画
脚，貌似公允地鼓吹和平抗议的权
利，呼吁避免暴力行为？！这完全
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极其虚伪丑
陋！

外交部发言人就有关国家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答记者问

7月2日，游客在小浪底库区观看“双龙”飞腾景观。
当日，从黄河小浪底水库下泄的清澈水流与裹挟泥沙的混浊水流分

别从明流洞、排沙洞奔腾而出，好似白黄两条“巨龙”。
新华社发（苗秋闹 摄）

“双龙”飞腾小浪底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7 月 1 日，是香港各界人士纪
念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成立的喜庆日子。一些极端激进分
子却借口反对特区政府有关条例修
订，制造了暴力冲击立法会大楼事
件。这是对香港法治的严重践踏，
是对香港社会秩序的极大破坏，是
对“一国两制”底线的公然挑战。

用铁棍、铁笼车破坏立法会大
楼玻璃外墙，用带有毒性的化学粉
末攻击警察，强行闯入立法会大
楼、肆意损毁庄严的议事厅和特区
区徽……这些目无法纪的暴力行
为，令人十分震惊、痛心、愤怒！

对此，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
会都绝不会容忍。中央坚决支持林
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对违法行为追究到底，保障社会秩
序和市民安全。

法治是香港的根基之一，也是
香港的核心价值。一直以来，香港
和香港市民身上所体现的守法精神
广受赞誉，不能被少数人玷污。法
治社会需要包容不同声音，但并不
意味着少数人可以采取违法行为，
更不意味着对暴力犯罪事件姑息纵
容。法治的内涵之一是有法必依，
违法必究。不管什么人，不管以什
么样的理由，只要违法，就要受到
法律的追究。只有维护法律权威，

捍卫法律尊严，才能保障社会安定
有序、香港繁荣稳定、国家长治久
安。

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
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
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
的旋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
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
经济社会发展。将特区政府有关条
例修订政治化，甚至妖魔化，不断
制造社会纷争、煽动非法活动，损
害了香港作为国际化商业大都会的
声誉，伤害了广大港人的切身利益
和根本福祉。需要强调的是，香港
是一个崇尚法治、和平、理性、包
容的社会，在法治框架内表达诉
求、谋取共识、消除戾气，这是所

有真正爱护香港的居民共同的责
任。

“和气致祥，乖气致异”。香港
虽有不错的家底，但在全球经济格
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
背景下，也面临很大的挑战，经不
起折腾，经不起内耗。此时此刻，
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依法治港对香
港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更加深
切感受到在香港社会形成尊重宪法
和基本法、维护法治良好风尚的现
实紧迫性。强烈谴责极端暴力行
为，对严重违法行为追究到底，这
是所有爱国爱港人士的共同心声，
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维护香港
法治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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