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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
机赴港休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
裁。

华春莹说，日前，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
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严重违
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已就此表明坚决态度。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
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
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
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
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
实施制裁。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任何插手
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中方将根据形势发
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稳定繁荣，坚

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有记者问:中方为何对美国有关非政府组织进

行制裁？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有关非政府组

织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
从事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独”分裂活动，对当
前香港乱局负有重大责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
裁，必须付出应有代价。

·新中国峥嵘岁月
俄罗斯天然气俄罗斯天然气
通过中俄东线通过中俄东线
天然气管道天然气管道
正式进入中国正式进入中国

中国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
并制裁支持反中乱港分子的美非政府组织

新华社电 1991年3月，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将全国性扶贫开发工作进一
步推向深入的重要会议。

在实施奔小康战略过程中，中国对解决农村贫困人
口的温饱问题特别关注，不断加大扶贫开发的工作力度。

198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
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要求集中力量解决十
几个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尔后，从1986年起，我国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

进入90年代，国务院提出的“七五”期间解决大
多数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题的目标虽已基本实现，但
标准低，不稳定，不平衡，差别比较大。

1991年3月，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
行。此后，党和国家对扶贫开发工作紧抓不懈，多次
召开扶贫工作会议进行部署。

到1993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
少到8000万人。这部分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那些自然环
境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的地区，扶贫的难度越来越大。

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在1994年制定并开始实施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要集中人力、物
力、财力，用7年左右时间，也就是到2000年末，力争
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根据这一计划，扶贫工作迅速形成全党动手、全
社会动员、合力扶贫的新局面。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
艰苦努力，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效果。

扶贫攻坚

新华社电 记者2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悉，
2019年1月至10月，未按规定让行、违法超车、
违法会车、违法停车等10类破坏交通规则的不
文明驾驶行为共造成9656人死亡、58675人受
伤，其中，“未按规定让行”一项造成4661人死
亡、27015人受伤。

据介绍，这10类不文明驾驶行为是：未按
规定让行、违法超车、违法会车、违法倒车、违法

变道、违法占道行驶、违法停车、违法掉头、违法
抢行、未保持安全车距。

参与道路交通的每一个人、每一辆车，都可
能对道路交通安全产生巨大影响。人的因素在道
路交通事故成因中占比超过90%。当前，酒驾醉
驾、“三超一疲劳”、闯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的危害已普遍为人所知，但一些破坏交通规则的
不文明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应引起足够重视。

工作人员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黑河首站场区巡检（11月19日摄）。 新华社发

今年前10月不文明驾驶行为致9656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