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国内
GUOJI GUONEI

032019年11月3日 星期日

编辑：佟 涵 视觉设计：张 丹 校对：牛凤宇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国共产党十九
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一
些外国专家学者表示，实践证明中国
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全
会通过的纲领性文献对中国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和信息系统
机构顾问苏伯莫伊·巴塔查吉表示，新
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70年发展成就充分显示出中国现
有的制度优势。制度优势带来的政策
延续性使得中国经济拥有巨大韧性。

尼日利亚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
阿达穆·布尔卡舒瓦说，过去70年来，
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这一切都是
中国共产党带领十几亿中国人民坚持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好

的制度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坚持和发
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此次会议上
决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将为中国下一阶段发展提供动
力和制度保障。

越中友好协会副主席、越南智库
战略与国际发展研究中心高级顾问
阮荣光表示，正如中共十九届四中全
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
国共产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
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经过多年探
索，中国构建起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中国实际情况
进行研究总结的成果，它也引导着中
国的改革开放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
另一个胜利。

以色列中国问题专家、以色列以
华传媒中心创始人兼主任亚历山大·
佩夫兹内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来，成就显著。中国在世界舞台
扮演着积极和正面的角色，对世界作
出重要贡献。任何国家都必须建立与
其国情相适应的制度，中国正在不断
地完善其制度，这尤其值得肯定。

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
主席纳赛尔·布希巴表示，作为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且面临风险和挑战
增多的复杂局面，中国选择了符合自
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本次会议的召开，
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社会制
度，进一步提高现代化治理能力。

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爱
德华多·雷加拉多表示，在中国共产党
日趋坚强、成熟的领导下，中国走出符
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精准制定并出色完成了一系列发
展目标，为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打
下良好基础。

墨西哥普埃布拉功勋自治大学中

国问题专家拉克尔·莱昂·德拉罗萨指
出，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发挥领导作
用，保障中国在全球治理模式中发挥
积极作用，推动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
具有重要影响力国家。

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
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表示，中共十九
届四中全会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具有的显著优势，也强调了制度
改革创新的重要性，既要坚持又要完
善的思路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体现。

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副院长
安德烈·卡尔涅耶夫说，中共十九届四
中全会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健全
党统一领导”，这是多年来中共始终如
一贯彻的。中国保持稳定、不断提升
国家治理能力，对于中国的众多海外
伙伴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外国专家学者热议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

上图：11月2日，在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麦夸里港，一名消
防员在工作。

下图：11月2日，在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麦夸里港，人们救
助一只在林火中受伤的考拉。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麦夸
里港发生林火，据估计数百只考
拉恐因此遭殃。

新华社发

澳洲林火 考拉遭殃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香港
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后
被英国和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通过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人民一
直强烈地期盼能收回这两块国土。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完
成祖国统一大业更成为中国人民的
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和邓小平从维
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
重历史和现实，以伟大的远见卓识，
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被成功地运用
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

中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方
针，通过艰难的外交谈判，终于成功
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1984 年 12
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声
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

1997 年 7 月 1 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
权，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
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享
有高度的自治权，现行的社会、经济
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

同样本着“一国两制”方针，
1987年4月，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
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
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97年7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
迎来期盼已久的时刻。鲜艳的五星

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雄壮
的国歌声中升起，历经百年沧桑的
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中国人民
终于洗雪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国和葡
萄牙两国政府在澳门也如期举行
了政权交接仪式。澳门的回归，是
继香港回归后中国人民在完成祖
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树立的又一
个历史丰碑。香港和澳门回归祖
国，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
历史性贡献。

洗雪百年耻辱

新中国峥嵘岁月

据新华社石家庄 11月 2日电
（记者白明山）李学刚，河北省徐水
县人，汉族，大专文化，1976年参加
公安工作，1983年1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站
公安派出所民警、副所长、北京站公
安段刑警队长、公安部五局主任科
员。三级警督。1993 年 12 月 2 日，
被追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自 1976 年 参 加 公 安 工 作 以
来，李学刚同志勤勤恳恳，刻苦钻

研，练就一身过硬本领，长期战斗
在基层打击刑事犯罪第一线，屡
立 战 功 。 他 先 后 擒 获 犯 罪 分 子
1500 多名，其中公安机关通缉的逃
犯和重大案犯100余名，被誉为“京
门神探”。

李学刚同志在工作中注意研究
犯罪心理，及时总结犯罪特点规
律。北京站是一个人员杂、流动性

大的公共场所，要在众多旅客中发
现、识别犯罪分子，不掌握过硬的业
务本领，不了解犯罪活动规律特点
是很难做到的。

李学刚同志勇挑重担，不图名
利，克己奉公，秉公执法，清正廉洁，
忘我工作，一心扑在刑侦工作上。
1993 年 11 月 8 日在赴天津办案途
中，不幸以身殉职。

京门神探：李学刚

11月1日，在意大利罗马，演员在“相约千年-魅力丝路文化行”活动
首场文艺演出上表演。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
共同主办的“相约千年-魅力丝路文化行”活动开幕式暨首场文艺演出1
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隆重举行，意大利各界代表700余人出席活动。

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 摄

“相约千年-魅力丝路文化行”
活动亮相意大利

11月1日，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右）
和赞比亚总统伦古参加博茨瓦纳当选总统莫克维齐·马西西的宣誓就职
仪式。博茨瓦纳当选总统莫克维齐·马西西1日上午在首都哈博罗内宣
誓就职。 新华社发

马西西宣誓就任博茨瓦纳总统

这是11月1日拍摄的雾霾天气中的新德里。
由于连日来空气污染加剧，印度有关部门1日宣布首都新德里及其

周边地区进入“公共健康紧急状态”。新德里环境污染预防与控制局1日
宣布，新德里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已达到“严重+紧急”级别，当地进入

“公共健康紧急状态”。该系统空气质量指数中，超过500是“严重+紧急”
级别。 新华社发

新德里因空气污染
进入“公共健康紧急状态”

新华社河内11月2日电 越
南外交部 2 日就英国货车惨案发
表声明说，此事为严重的人道主义
悲剧，越方强烈谴责人口贩运，希
望英方尽快完成调查。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氏秋姮
说，目前，越南公安部和英国警方
正在努力协作，核实被怀疑为越南
公民的遇难者的具体身份，并尽快
公布相关信息。

越南希望
英国尽快完成货车惨案调查

据新华社新德里11月2日电
（记者赵旭）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
席西旺 2 日表示，登月失败的“月
船2 号”探测器“并非（印度探月）
故事的结束”，该机构将在不久的
将来再次尝试登陆月球。

西旺当天在印度理工学院
发表演讲说，尽管“月船 2 号”探
测器尝试登月失败，在这一过程

中收集到的相关数据却非常有
价值。

西 旺 说 ，印 度 空 间 研 究 组
织 目 前 正 在 制 订 一 项 行 动 计
划，以解决未来软着陆可能面
临的问题。

“月船 2 号”今年 7 月 22 日发
射升空，9月7日，其着陆器尝试在
月球表面软着陆时失联。

印度称将再次尝试探测器登月

据新华社微特稿 俄罗斯一架
苏霍伊超级 100 型客机 11 月 1 日
飞行途中因撞鸟发动机损毁，在西
伯利亚紧急降落，80 名乘客没有
人受伤。

俄罗斯新闻社报道，亚马尔航
空公司解释，客机从西伯利亚城市
秋明起飞时，一只鸟被卷入喷气发

动机，迫使客机紧急降落。客机原
定飞往圣彼得堡。

今年5月，在俄罗斯首都莫斯
科，另一架苏霍伊客机硬着陆后起
火，致死41人。苏霍伊超级100是
俄罗斯在苏联时代结束后研制的
第一种喷气式客机，一度显现参与
国际市场竞争的潜力。

俄罗斯客机撞鸟急降西伯利亚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海岸警卫
队2 日说，已经在独岛附近海域找到
两天前一架失事 H225 型直升机上 7
人中3人的遗体。

一架从韩国所称独岛、日本方
面所称竹岛起飞的消防直升机 10 月
31 日深夜坠海，当时载有除飞行员
以外的医护人员和一名受伤渔民及
其亲属。

三具遗体中，一具由执行水下搜
寻任务的韩国海军潜艇取回。

韩直升机坠海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1月2日电
以色列国防军 2 日发表声明说，以军
战斗机当天凌晨袭击了加沙地带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
军事目标。巴方说，以方行动导致一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声明说，作为对加沙地带武装人
员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回应，以军
战斗机袭击了哈马斯海军驻地、防空
阵线后勤基地、军事训练基地、武器制
造和储存基地等多个军事目标。

以色列袭击
哈马斯多个军事目标

●第26届明斯克国际电影节11
月1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开
幕，多部中国影片入围竞赛单元
或参加展映。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秘书处1日宣布，2019年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将在西班牙马德
里举行。西班牙看守政府首相
佩德罗·桑切斯随后表示，西班
牙将确保大会顺利举行。

●据越通社11月1日报道，越南
中部河静省公安部门已拘捕两
名涉嫌组织介绍他人非法出境
或在境外非法滞留的人员。

●日本警方1日说，初步调查显
示，位于冲绳县那霸市的琉球王
国都城遗址首里城大火不太可
能是人为纵火。

●美国白宫确认，联邦政府国土
安全部分管政策事务的高级官员
查德·沃尔夫将出任代理部长。

●埃及国防部11月1日发表声
明说，埃及空军和俄罗斯空军当
天开始代号为“友谊之箭-1”的
联合演习。

●巴马科消息：马里政府发言人
桑加雷2日凌晨确认，马里东北
部梅纳卡地区一处马里军营1日
遭到袭击，已造成54人死亡。

●英国癌症研究会1日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过去10年里英国
肝癌患者死亡人数增长显著。

均据新华社电

NEWS 微新闻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11月2日电
叙利亚通讯社 2 日报道说，叙利亚北
部边境城镇泰勒艾卜耶德当天发生一
起汽车爆炸袭击事件，导致多名平民
死伤。

爆炸发生在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
接壤的城镇泰勒艾卜耶德，一辆装有爆
炸物的汽车在当地一处市场被引爆，造
成多名平民死伤和居民财产损失。

叙利亚北部边境城镇
发生汽车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