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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白宫延长所谓“针对香港局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表态

敦促美方停止歪曲“一国两制”
中央军委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

全军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2020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对外发布
发布报告媒体数量比上一年度增加一倍以上

新华社香港7月8日电 针对美国白宫7日宣布延长
所谓“针对香港局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延续有关涉港
制裁措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8日对美方这种
不思悔改、错上加错的干预行径表示愤慨和谴责，对美方一
再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美方出于搞乱香港、打压中国的企图，故
意歪曲“一国两制”，大肆插手香港事务，给各种反中乱港分
子撑腰打气，为在各种国际场合炒作涉港问题摇旗呐喊，粗
暴践踏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危害了中国的
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严重破坏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但美
方却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妄称中方在香港采取的举措对美
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与经济利益构成威胁，蛮横通过立
法和行政手段出台涉港制裁措施。这种毫无底线、唯我独
尊、唯利是图、唯恐天下不乱的强盗逻辑与霸权行径早已臭
名昭著，让世人所不齿。

发言人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
展利益的坚定决心不容低估，香港社会捍卫法治秩序、维护
特区繁荣稳定的共同意志不容误读，特区在香港国安法和
新选举制度护佑下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历史大势不可逆
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香港回归祖国24年后的

今天，外部势力任意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的日子一去不返，
勾结反中乱港势力在港兴风作浪的日子一去不返，企图通
过施压和制裁迫使我们吞下损害国家主权与安全苦果的日
子一去不返。

发言人强调，美方在香港问题上作出了太多误判，采取

了太多恶劣行径，留下了太多污点。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
改弦易辙，恪守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歪曲“一国
两制”，停止插手香港事务，放弃任何借施压和制裁阻挠中方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痴心妄想，否则必然遭到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反对和坚决反制。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8日应询
表示，我们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行政，坚决斩断民进
党当局伸向香港的黑手，坚决挫败“台独”势力乱港谋“独”
的阴谋，持续推动祖国统一进程。

有记者问，台陆委会近日发布所谓涉港报告，妄评香港
事务，攻击“一国两制”。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在答问时
作上述表示。

朱凤莲指出，一段时间来，民进党当局不断操弄香港事
务，支持“黑暴”势力，叫嚣“援港”行动，攻击“一国两制”，企

图把香港搞得越来越乱，由此达到谋“独”拒统的政治目的。
其恶毒的行径世人共睹，其阴险的图谋昭然若揭。

她强调，民进党当局在涉港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是什么
“民主自由”，而是搞乱香港，坑害香港，损害香港利益，激起广
大香港民众的强烈愤慨！

朱凤莲表示，香港国安法施行以来，香港特区法治得到保
护，秩序得到维护，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得到维护。这样的局面最符合香港利益，受到香港民众
广泛拥护和欢迎。

国台办：坚决斩断民进党当局伸向香港的黑手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2020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近
日正式对外发布。这是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工作开展以来
第八次发布有关报告，发布报告的媒体数量比上一年度增加
一倍以上。

2020年，各媒体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特别是在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主题、突发事件报道
中，广大新闻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忠实履行党和人民
赋予的职责和使命，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展现了新闻战线的良
好形象，获得了社会赞誉。

中宣部、中国记协今年正式印发《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
实施办法》，对报告内容、发布流程、评议指标、成果运用等予以
制度化规范。各媒体认真贯彻落实实施办法，从履行政治责

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人文关怀责任、文化责任、安全责
任、道德责任、保障权益责任、合法经营责任等方面，对2020年
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逐项报告。除发布文字版报告外，各媒
体还以多形式、多手段、多渠道制作发布多媒体版报告，增强报
告的可读性、生动性，扩大报告的传播力、影响力。

2020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范围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人民铁道报、人民公
安报、中国教育报等全国性行业类媒体，以及全国各省（区、市）
主要新闻媒体。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和各省（区、市）新闻
道德委员会将对各媒体发布的报告开展评议打分。

据悉，2014年6月，11家试点媒体首次向社会发布履行社
会责任情况报告。此后七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媒体范围
不断扩大，内容逐步丰富，形式更加创新，既增进了社会对媒
体的了解，又促进了媒体社会责任意识的提高，推进了新闻事
业发展和新闻队伍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
公厅发出通知，对全军学习宣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作出部署。

通知指出，习主席“七一”重要讲话立足我们党百年华诞的
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回望光辉历史、
擘画光明未来，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言，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行动指南，对于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统一思
想行动，进入工作实践，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一切行动听从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通知强调，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部署要
求，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学习宣传贯彻深入持
久扎实。要强化政治引领，引导官兵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坚定信仰者
和忠实践行者。要密切联系实际，把学习理论与锤炼党性、砥
砺品格结合起来，统筹理论舆论、内宣外宣、网上网下，增强针
对性实效性。要坚持领导带头，提高政治能力，强化使命责
任，永葆本色作风。要结合检查考核、巡视巡察、指导帮建等
加强督导检查，推动广大官兵牢记初心使命、更好履职尽责。

本报讯 原天津市中心血站副站长、离休干部朱秀同志
（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因病于2021年7月5日10时
42分逝世，终年98岁。

朱秀同志遗体已于7月7日11时58分在天津市第一殡
仪馆火化。

朱秀同志逝世

7月8日，在贵南高铁贵州段五标施工现场，最后一孔箱
梁在架设中。当日，位于贵州省独山县的贵南高铁麻场双线
特大桥完成最后一孔箱梁架设，顺利合龙。该桥全长约
1026米，最大墩高77米。 新华社发

贵南高铁麻场双线特大桥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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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179期3D开奖公告

9 9 4
天津投注总额：527406527406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99注
172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076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30 21 32 09 23 03 06

全国投注总额：347734992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4注
87注

1448注
79528注

1471463注
15154121注

7982765元
171423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963078086元

国际时讯

中国向国际供应超4.8亿剂次疫苗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 余俊杰）由国家图书馆

与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共产党宣言》专题展8日
在国家图书馆开幕，展出中文、德文、俄文、英文、法文等55种
语言的《共产党宣言》版本达306种，含中文版本78种。

本次展览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入馆参观需提前预
约。观众可登录“国家典籍博物馆”官网，或在“国家典籍博物
馆”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开馆”，查看参观预约办法。

据新华社伦敦7月8日电（记者张代蕾）《中国共产党简
史》英文版日前在英国出版，旨在为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共产党
的百年历史提供权威阅读资源。该书英文译者之一詹姆斯·
特拉普说，他非常荣幸能参与《中国共产党简史》的翻译工作，
因为这本书能帮助更多西方读者正确读懂中国共产党。“这本
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让政治家、历史学家、汉学家和公众都
有机会直接了解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政府如何运作。”

306种版本《共产党宣言》亮相

《中国共产党简史》英文版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沐铁城马卓言）当前，全
球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全球疫苗接种不平衡问题十分突
出。推动抗疫国际合作，中国始终坚定秉持疫苗全球公共产
品的“第一属性”。

目前，中国已尽己所能向国际社会供应了4.8亿余剂疫
苗，向近100个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向50多个国家出口疫苗，
成为世界上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

全球主要国家疫苗接种正有序推进，而我国接种量已超
13亿剂次，尽显“中国速度”。

南非前总统祖马向警方投案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7月7日电（记者荆晶）南非警方7

日说，前总统祖马当天深夜已向警方投案。警方发言人维什·
奈杜告诉新华社记者：“他（祖马）在最后期限前投案，将被交
给惩教机构。”祖马基金会及祖马家人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2018年2月，时任南非总统祖马宣布辞职，时任副总统
拉马福萨成为总统。目前，祖马因涉嫌收受贿赂、洗钱等多项
罪名接受调查。

美国停止搜寻楼房坍塌事故幸存者
新华社华盛顿7月8日电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

县消防局官员7日表示，鉴于无望找到幸存者，救援人员已停
止在该县瑟夫赛德镇坍塌住宅楼废墟中搜寻幸存者的工作。
目前，该事故已致54人死亡、86人失联。

据美国媒体报道，该县消防局助理局长拉伊德·贾达拉7
日下午在一场闭门会议上将上述情况告知相关家属，但同时
表示会继续找寻被废墟掩埋的遇难者遗体。在场家属闻讯后
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