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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圣克鲁斯岛
附近海域一艘游船当地时间2日凌晨发生火灾，现
已确认8人死亡、5人获救，仍有26人失踪。中国
驻洛杉矶总领馆说目前没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报告。

加州圣巴巴拉县治安官办公室负责人比尔·布
朗介绍说，火灾发生于当天3时左右，船上共载有
39人，包括5名船员和34名潜水游客。7时20分，
失火船只沉没，地点距离岸边大约18米。

据新华社电 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3日上午在中央党校
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广大干部特
别是年轻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
实践锻炼，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顽强奋斗。

习近平强调，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
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
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
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
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
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
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我们的头
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牢牢把握正确斗
争方向，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畏浮云
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

习近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
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

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
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
越复杂。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
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
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
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

习近平强调，斗争是一门艺术，要善于斗争。
在各种重大斗争中，我们要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
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
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领导干部要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胜。

习近平指出，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
术。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
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
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
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
争取共赢。

习近平强调，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
来的。领导干部要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
练、实践锻炼，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

面、壮筋骨，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要学懂弄通
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
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
量。要坚持在重大斗争中磨砺，越是困难大、矛盾
多的地方，越是形势严峻、情况复杂的时候，越能练
胆魄、磨意志、长才干。领导干部要主动投身到各
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
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前敢于挺身而
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坚决斗争。

习近平指出，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
矛盾就会有斗争。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岗位、担任
什么职务，都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既当指挥员、
又当战斗员，培养和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韧的
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
斗争是多方面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
党治国治军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
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
指导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消除金融领域隐患、保障和改善
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治理生态环境、应对重大自
然灾害、全面依法治国、处理群体性事件、打击黑恶
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等等，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日在北
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
闻发言人杨光、徐露颖介绍了对香港当前局势
的看法并答记者问。杨光表示，香港局势正出
现积极变化但依然复杂严峻，现在已经到了维
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
重要关头。

杨光在发布会上指出，目前香港局势正
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止
暴制乱、恢复秩序”已成为香港社会各界最广
泛的共识、最强烈的呼吁。香港各阶层、各界

别的代表人士和众多社团、协会纷纷以发表
声明、刊登广告、发表谈话等方式，共同谴责
暴力违法行径，支持警方严正执法。

他说，8月17日近50万民众冒着暴雨参
加“反暴力、救香港”集会，场面感人。特区政
府和警队坚决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截至9
月2日已拘捕1117人，包括涉嫌参与犯罪的
3名立法会议员。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区
政府有关部门积极与社会各界展开对话交
流，深入了解市民诉求和期望，及时推出纾解
市民和企业困难的举措。

国务院港澳办：
已到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和香港繁荣稳定重要关头

美加州南部游船失火事故
已致8人死亡

联邦快递涉嫌非法收寄管制刀具
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获悉，近期，联邦快递（中国）有限公司涉嫌非法收寄寄往

香港的管制刀具，涉案物品已被我国有关部门暂扣，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之中。

英国首相重申
将于10月底“脱欧”

据新华社电 英国首相约翰逊2日晚在首相府
发表声明说，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要求欧盟推迟
英国“脱欧”，英国将在10月31日如期脱离欧盟。

约翰逊当天在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后发表声明
作出上述表示。他呼吁议员投票反对无意义拖延

“脱欧”的行动。针对外界认为他可能提前大选的
说法，约翰逊公开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