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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3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3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2019
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

习近平介绍了中国治国安邦之路和对
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习近平指出，今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这种历史
性年份总会给人们带来深层次思考。新
中国成立 70 年来，取得了伟大的发展成
就。行稳才能致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是中国能够不断发展稳定的最根本
原因，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
持。我们将坚定不移继续沿着我们选择
的道路走下去。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
放，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
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习近平指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
国历来主张各国人民有权选择符合自身
国情的发展道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

家和民族能够通过亦步亦趋、走别人的道
路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振兴，也没有一条一
成不变的道路可以引导所有国家和民族
实现发展振兴。中国要以自己的实践证
明，国强未必称霸。这首先是中国五千年
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人没有扩张侵
略的基因，秉持的是天下大同、天下为公
的理念，不赞同你输我赢、零和博弈的思
维。同时，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平等互
利，愿与各国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国愿与各国加强全面、深入、立
体的相互了解，进而开展互利合作，实现
共同繁荣。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也在发生
历史性变化。作为拥有近 14 亿人口的大
国，中国做好自己的事，就是对人类社会最
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愿意承担相应的国

际义务和责任。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着复杂
形势，国际秩序处在关键十字路口，实质是
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间何去何从的问
题。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但不必推倒
重来，也不需另起炉灶，而是应在悉心维护
的基础上改革完善。各国应承担起各自使
命责任，开展建设性对话，坚持求同存异，
坚持多边主义，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这一宏伟目标发挥正能量。

拉脱维亚前总统弗赖贝加、坦桑尼亚
前总统姆卡帕、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波黑主席团前成员伊万尼奇、美国前总统
老布什三子尼尔·布什、斯洛文尼亚前总
统图尔克等外方嘉宾先后发言，热烈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表示钦佩中
国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赞赏中国为维护
世界和平、促进可持续发展作出的重要贡
献，中国人民现在享有着前所未有的自

由，相信中国作为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将
继续发展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他们表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
将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受益。
而当前个别国家主张本国优先，奉行单边
主义，导致冲突摩擦增多。世界需要坚持
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构建更加公平、
公正、多元化的国际秩序。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
路”等重要倡议，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繁荣、
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大积极意义，期待中方继续为应对气候
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各方愿同中方一道，坚持多边主义，共建

“一带一路”，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
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会见前，习近平同外方嘉宾集体合影。
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会见。

新华社大连 12 月 3 日电 2019 年 12
月 3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
宣判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邢云受贿案，对被告人邢云以受贿罪判处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
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
禁，不得减刑、假释；对邢云受贿违法所得
及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邢云当庭表
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6 年至 2017 年，被告
人邢云利用担任中共伊克昭盟委副书记、
伊克昭盟行政公署盟长，中共伊克昭盟委
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
委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
程承揽、职务调整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49亿余元。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邢
云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受贿数额特别巨
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
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论罪应当判处死刑。邢云多次为多人牟取
职务提拔、调整，依法应从严惩处。鉴于其
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
机关尚未掌握的绝大部分犯罪事实；检举
揭发他人犯罪问题经查证属实，具有重大
立功表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
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的减轻、从轻
处罚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对其判处死
刑，可不立即执行。同时，根据邢云的犯罪
事实和犯罪情节，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
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
不得减刑、假释。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新华社北京12月 3日电 12 月 3 日，
国务院在中南海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监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
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
宣誓组织办法》，2019 年 7 月至 11 月国务
院任命的 14个部门和单位的 16名负责人
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上午 11时许，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
长肖捷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
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
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在后
方列队站立，跟诵誓词。

宣誓后，李克强说，忠于宪法、遵守法

律是每一名公职人员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
准则，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每一名公职人
员必须谨记的奋斗目标。他要求大家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依法履职，为民履职，实干履职，廉洁
履职。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积极推进
改革创新，在攻坚克难中彰显担当，在狠抓
落实中展现作为，严守纪律规矩，严格秉公
用权，勤俭办事，厉行节约，倾情竭力把人
民群众最关切最期盼的事情办实办好，齐
心协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胡春华、刘鹤，国
务委员王勇、王毅，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仪式。

习近平会见出席“2019从都国际论坛”外方嘉宾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李克强总理监誓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受贿4.49亿余元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邢云获死缓

12 月 3 日
上 午 ，随 着
55001 次 试 验
列车从北京北
站驶出，京张
高铁（含崇礼
铁路）转入运
行试验阶段。
中国铁路北京
局集团有限公
司称，京张高
铁已进入开通
倒计时。

新华社发

停泊在中山站附近的“雪龙兄弟”（12月1日无人机拍摄）。“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
船 3 日离开中山站，前往南大洋宇航员海科考；“雪龙”号继续执行在中山站的其他作业
任务。至本次考察结束，两船将不再相遇。第 36 次南极考察是“雪龙 2”号参与的首次
南极考察，也是我国首次实行“双龙探极”。在前往中山站途中和在中山站作业期间，

“雪龙兄弟”有过8次相距不到一海里（1海里约合1.85公里）的“相聚”。 新华社发

背靠祖国，香港的明天更美好
——搞乱香港不会得逞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的命运从来
同祖国紧密相连，中央政府和 14 亿中国人
民永远是香港战胜任何风险挑战的坚强
后盾。

美方一意孤行，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
主法案”签署成法，这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
粗暴干涉，也再次暴露了美国一些政客的
险恶用心。这一法案打着“人权”“民主”旗
号，以恐吓和威胁的手法干预香港事务，其
实质就是要搞乱香港、牵制中国。“来而不
往非礼也”，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府
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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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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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根据形势发
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坚定捍卫香港稳
定繁荣，坚定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企图利用香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
碍中国发展，注定是枉费心机。香港的前
途和命运始终掌握在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中国人民手中，任何搞乱香港、损害香港稳
定繁荣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
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作为
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不断巩
固，香港同胞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
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这是任何不带偏
见的人士都公认的事实。然而，美国一些
政客却“睁眼说瞎话”，公然以国内立法方
式为香港暴力犯罪分子撑腰打气，企图把
香港打造成遏制中国的“桥头堡”。这种
行径，不仅暴露了美国一些政客在人权、
民主问题上的极端虚伪，更暴露了“美式
霸权”的任性和疯狂。事实上，所谓“香港
人权与民主法案”不过是彻头彻尾的“纵
暴法案”，它所保护的不过是暴力犯罪分
子的道德沦丧和人性泯灭。

5 个多月来，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
力犯罪行为，让广大香港市民的基本权利
和自由受到严重侵害和威胁，也使香港经
济连续两个季度环比下跌。面对香港社
会希望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最大民意，
美国一些政客不断跳将出来，公开宣称激
进示威者的行为“激励了全世界”，美化暴
力行径是“美丽的风景线”，甚至走上香港
街头为暴徒“支招”，这不仅是和 700 多万
香港市民作对，和 14 亿中国人民作对，也
是和世界公义、国际基本准则作对。一个
繁荣稳定的香港，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国
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美方损人不利己的
行径充分说明，他们并不希望香港恢复秩
序，也不是真正为“人权”“民主”着想。他
们妄图以损毁香港的繁荣稳定来遏制中
国发展，既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

香港今天的成就，是与祖国内地坚定
支持密不可分的，是由香港市民发扬“狮
子山精神”拼搏奋斗出来的，绝不是任何
外国恩赐施舍的。回归祖国 20 多年来，香
港两次与金融风暴正面遭遇，曾经历来势
汹汹的非典、禽流感，也曾有过失业率上
升、收入增幅下降的困境。然而，背靠内
地、拥抱祖国，勤劳聪慧的香港同胞奋力
打拼，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今天，从粤港
澳大湾区打开的广阔天地，到“一带一路”
搭建的广阔舞台，强大的祖国不仅是香港
的底气所在，也是香港的机遇所在。珍惜
机遇、抓住机遇，与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
势，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中国人有能力办好香港的事情。任
何外来威胁施压，都吓不倒、更压不垮包
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14 亿中国人民，只会更
加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
力。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香港同胞与
内地民众将永远共享伟大祖国的尊严与
荣耀，共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和使
命。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