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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公告
●福彩
3D第2019310期：7 6 5
七乐彩第2019133期：01 02 10 12 14 26 30 11
6+1第2019133期：9 2 7 9 5 7 鼠
15选5第2019310期：01 03 10 11 14

●体彩

大乐透第19133期：03 12 24 27 34 01 12
20选5第19310期：03 05 09 12 16
排列5第19310期：7 5 4 0 0

■关注

■本地

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要闻

■国际

海曙主要路段新增1438个车位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华骋珅）日前，
经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段塘中队协调，段塘辖
区环城西路756号南苑E家门前新施划14个机动
车停车位，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仅在段塘辖区，
通过深挖建筑红线退让区域资源，在环城西路南
段、云霞路、顺德路等路段就新增了近百个停车位。

据悉，6月份以来，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
城区9个街道和集士港镇、高桥镇区域内建筑红线
退让范围开展全面排摸，在中山西路、解放南路、药
行街等主要路段共新增1438个机动车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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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11 月 19 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香港人
权与民主法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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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多月来，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
为，严重危害公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严重践踏法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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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香港面临的根本不是所谓人权
和民主问题，而是尽快止暴制乱、维护法制、恢复秩
序的问题。中国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支持香港特区
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
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保护香港
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
公认的成功，香港居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依

法充分行使各种自由。美国国会有关法案全然无视
客观事实，全然无视香港居民的福祉，出于不可告人
的政治目的，把香港暴力分子大肆打砸烧、无差别地
欺凌和攻击无辜市民、强行霸占校园并围攻青年学
生、有组织地袭击警察等违法犯罪行径粉饰为追求

“人权”与“民主”，其目的就是要为反中乱港的极端
势力和暴力分子撑腰打气，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以
实现他们借香港问题阻碍中国发展的险恶图谋。美
方这一恶劣行径不仅损害中方利益，也会损害美国
自身在港重要利益。美方任何企图干预中国内政、阻
碍中国发展的把戏都不会得逞，到头来只会是枉费
心机一场空。

我要再次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
属中国内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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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习近平寄语希望工程

今年是希望工程实施 30 周年，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寄语
希望工程。他指出，在党的领导下，希望工程实施
30 年来，聚焦助学育人目标，植根尊师重教传
统，创新社会动员机制，架起了爱心互助和传递
的桥梁，帮助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青少年圆了
上学梦、成长为奋斗在祖国建设各条战线上的栋
梁之材。希望工程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教育发
展、服务青少年成长、引领社会风尚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让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国家和
民族的未来所系。进入新时代，共青团要把希望
工程这项事业办得更好，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新助
力、播种新希望。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关注和支持
希望工程，让广大青少年都能充分感受到党的关
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努力成长为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希望工程是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于 1989 年发起实施的，以改善贫困地区基
础教育设施、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重返校园为
使命的社会公益事业。截至 2019 年 9 月，全国希
望工程已累计接受捐款152.29亿元，资助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599.42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95所。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出炉

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
导小组办公室20日发布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
报。普查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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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业人员方面，2018 年末，全国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8323.6 万人，比
2013 年末增加 2721.3 万人，增长 7.6%，其中女性
从业人员14446.7万人，占37.7%。

从资产看，2018 年末，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法人单位资产914.2万亿元。从负债看，全国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 624.0 万亿
元。从营业收入看，2018 年，全国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294.6万亿元。

以色列对叙利亚进行大规模空袭

叙利亚军方 20 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战机
当天凌晨发射多枚导弹空袭叙首都大马士革周
边地区。以军方表示，当天对伊朗军方在叙境内
的军事目标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叙军方在声明中说，当地时间20日凌晨1时
20 分（北京时间7时20分），以色列战机从以方
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迈尔季欧
云向大马士革周边地区发射多枚导弹。声明称，
叙利亚方面正在对袭击造成的破坏进行调查。

新华社记者20 日凌晨在大马士革市区多次
听见来自城市上空和南部的巨大爆炸声，并能看
见城市南部的火光和浓烟。

以色列国防军 20 日凌晨发表声明说，作为
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19日从叙利亚
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回应，以军 19 日夜间到
20 日凌晨对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目标实施了大
规模轰炸，打击了“圣城旅”在叙利亚的数十个军
事目标，包括导弹发射炮台、武器仓库、指挥中心
和军事基地等。

德国内政部扩编
以打击极右翼势力

德国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19 日批准内政部
增加300个编制，以加强打击极右翼势力。

德国内政部发言人史蒂夫·阿尔特说，300个
岗位将补充到内政部下属的联邦刑事警察局，
2020 年扩编后联邦刑警局的编制将超过 7860
人。

德国媒体援引联邦刑警局的一份文件报道
说，扩编人员将组建一支打击极右翼势力和仇恨
犯罪的部队。联邦刑警局将设立名为“右翼雷达”
的风险分析机制，以识别极右翼分子并加强对互
联网上仇恨言论的监控，采取防范措施。

德国近年来涉极右翼刑事案件有抬头趋势。
据统计，2019年上半年德国涉极右翼刑事案件数
量为 8605 起，其中 363 起为暴力袭击，造成至少
179人受伤。

11 月 19 日，寒风阵阵，冬天的脚步越来越
近，而在宁波植物园里，几树樱花却悄悄开放，
给深秋的甬城平添了一丝春意。 记者 郑凯侠

深秋也有樱花开

20日上午，乘客正在铁路宁波站利用手机二
维码过检乘车。当天，上海铁路局第二批48个火
车站迈入电子客票时代。 记者 徐能

铁路宁波站启用电子客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