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联邦快递
承运来华快递涉枪
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晋
安分局8月18日通报，该局近
期接到报警，福建某运动用品
公司收到由美国联邦快递公
司承运的一美国客户寄出的
快递包裹，内有枪支。目前，福
州警方已将枪支暂扣，并开展
立案调查。

媒体评论指出， 联邦快
递以身试法必受严惩。 这是
中国有关部门对联邦快递依
法立案调查以来， 发现的又
一起严重的违法行为。 中方
及时公布阶段性调查进展，
不仅回应了公众关切， 更彰
显依法保护用户权益和维护
公共安全的决心。 枪支是具
有极大杀伤力的危险物品，
中国对枪支管理遵循严格控
制的原则，对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未经许
可制造、 买卖或者运输枪支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
在华经营的快递公司及其从
业人员都应当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严格履行收寄验视、实
名收寄、过机安检制度，不给
违法分子以可趁之机， 更不
能以身试法， 成为非法枪支
买卖的运输渠道。

联邦快递三十多年前就
已进入中国开展业务，理应熟
悉中国法律法规，遵守行业规
范。但是，自美国政府今年5月
将华为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
体清单”后，联邦快递便一而
再、再而三地对华为公司快件
做手脚，不由令人怀疑它是有
意配合美国政府的“长臂管
辖”。

■据新华社、央广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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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局背后有黑手， 人心自
有一杆秤。连日来，受够了暴力
之伤的香港市民纷纷谴责乱
源， 痛斥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
是“美国走狗”和“祸港乱港总
策划”，其家乡族人亦愤而将此
人剔出族谱，斥为家族“逆子”。
黎智英“反中乱港” 的累累恶
行， 为广大爱国爱港的人们深
恶痛绝。朗朗乾坤，岂容宵小横
行？黎智英之类的民族败类，必
被永远地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
柱上！

长期以来，黎智英甘当外部
势力的“鹰犬”，破坏香港繁荣稳
定， 损害香港市民安宁福祉，冲
击“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挑战国
家主权安全。翻开境内外媒体披
露的黎智英“行事簿”，可谓斑斑
劣迹。此人老早就主动向西方反
华势力投怀送抱，为美国政党提
供“捐款”，谋得“在港代理人”之
位， 进而成为外部势力插手香
港、遏制中国的“转账机”，不断
为香港反对派和“港独”势力提
供“金援”，同时利用旗下媒体歪
曲真相、混淆是非、制造谣言、煽
动暴力……为“反中乱港”，黎智
英出钱出力， 不遗余力策动、鼓
动违法犯罪行为，是众多非法活
动的支持者、策划者与组织者。

勾结外部势力祸港乱港，黎
智英在这条邪路上一直扮演“黑
旗手”，多次导演丑陋戏码，恶形
恶状早已童叟皆知、广受诟病。

黎智英之流已赤裸裸“告白
天下”， 他们就是美西方反华势
力的“打手”，要完成“主子”交付
的搞乱香港的任务，而且这一主
一仆、一内一外、一前一后，就是

要以香港乱局牵制中国发展大
局。

黎智英之流在外国“老板”
面前摇尾乞怜，叫嚣“为美国而
战”，媚态令人作呕。与其他乱
港头目在酒店里和“外籍人士”
觥筹交错， 黎智英得意洋洋地
宣称“现在这个情况做得很
好”，拿香港之伤、市民之痛邀
功取赏，居心令人愤慨。为求不
可告人的政治私利， 黎智英不
仅公然将香港当下的安宁拿来
交易，更出卖香港的明天，把那
些受其蛊惑煽动的年轻人当炮
灰，恶行令人发指！

大量事实已剖开黎智英之
流的罪恶病态。对于如此出卖民
族利益、毫无民族尊严的败类形
象，曾历经外族入侵之痛的中国
人都不陌生，在全民族救亡运动
中没有缺席的香港同胞也不陌
生。 被披露一家有7人拿着英国
护照的黎智英，眼里只有自己的
荣华富贵， 哪里还顾念香港之
福，骨子里早无一丝一毫民族大
义。对于这个不折不扣扮演西方
反华势力的“马仔”、丧心病狂蹂
躏践踏香港的当代汉奸，决不能
姑息，必须共讨之。青史昭昭，古
往今来，卖国求荣者从没有好下
场，黎智英之流作恶多端、激起
公愤，必将受到应有的惩处！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中央政
府有足够多的办法、足够强大的
力量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香港各
界和广大市民亟盼止暴制乱、恢
复秩序，“反中乱港”势力的政治
阴谋注定失败。黎智英之流这笔
账，人民和历史必会算个清楚！

■据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将深圳建成竞争力全球标杆城市

充分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
主权，加快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

扩大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供
给，鼓励社会力量发展高水平医
疗机构， 为港资澳资医疗机构
发展提供便利。 探索建立与国
际接轨的医学人才培养、 医院
评审认证标准体系， 放宽境外
医师到内地执业限制， 先行先

试国际前沿医疗技术。
推动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

服务平台率先落地，形成以社会
保险卡为载体的“一卡通”服务
管理模式。推进在深圳工作和生
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享有“市
民待遇”。 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加快
完善保障性住房与人才住房制
度。 ■据新华社

支持深圳建设5G、 人工智
能、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生命
信息与生物医药实验室等重大创
新载体， 探索建设国际科技信息
中心和全新机制的医学科学院。

支持深圳实行更加开放便
利的境外人才引进和出入境管
理制度，允许取得永久居留资格
的国际人才在深圳创办科技型
企业、担任科研机构法人代表。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
力， 研究完善创业板发行上市、

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创造条
件推动注册制改革。支持在深圳
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
等创新应用。

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
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在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
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

支持深圳开展区域性国资
国企综合改革试验。支持深圳试
点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推动更多
国际组织和机构落户深圳。

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

全面推进城市精神文明建
设。进一步弘扬开放多元、兼容
并蓄的城市文化和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 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大力弘扬粤港澳大湾区人文精
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社会发展各方面，加快建设区域
文化中心城市和彰显国家文化
软实力的现代文明之城。

鼓励深圳与香港、 澳门联
合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

活动，开展跨界重大文化遗产
保护，涵养同宗同源的文化底
蕴，不断增强港澳同胞的认同
感和凝聚力。

用好香港、澳门会展资源和
行业优势， 组织举办大型文创展
览。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丰
富中外文化交流内容。有序推动
国际邮轮港建设，进一步增加国
际班轮航线， 探索研究简化邮
轮、游艇及旅客出入境手续。

不断增强港澳同胞的
认同感和凝聚力

推进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
居民民生方面享有“市民待遇”

新华社痛批黎智英：
“反中乱港”的民族败类
必被牢牢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8月17日，一千多名加拿大华侨华人在温哥华市中心举行“爱中国 爱香港 反港独 反暴力”集会。 新华社 图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意见》指出，党和国家作出
兴办经济特区重大战略部署以
来，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
开放的重要窗口，各项事业取得
显著成绩， 已成为一座充满魅
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
创新型城市。当前，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支持深圳高
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有
利于在更高起点、 更高层次、更
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
局；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
区战略，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
展新实践；有利于率先探索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
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确定了深圳的战略
定位，即：高质量发展高地，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在构建高质量
发展的体制机制上走在全国前
列；法治城市示范，用法治规范
政府和市场边界，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法治化
营商环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
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意见》 提出的深圳发展目
标是，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
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
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
一流， 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
际化创新型城市。 到2035年，深
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
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
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
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本
世纪中叶，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
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
的全球标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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