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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
布，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
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请，同时对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香港修
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
施制裁。

华春莹说，日前，美方不顾中方
坚决反对，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
民主法案”签署成法，这严重违反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
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就此表明坚决
态度。针对美方无理行为，中国政
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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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
任何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

的言行，中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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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

有记者问:中方为何对美国有关
非政府组织进行制裁？

华春莹说，大量事实和证据表

明，有关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支
持反中乱港分子，极力教唆他们从事
极端暴力犯罪行为，煽动“港独”分裂
活动，对当前香港乱局负有重大责
任。这些组织理应受到制裁，必须付
出应有代价。

中国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申请
并制裁支持反中乱港分子的美非政府组织

近日，美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
一意孤行，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
法案”签署成法。这一霸权行径，严
重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干涉中国内
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再度暴露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破坏“一国两制”、阻挠中国人民实现
伟大复兴的险恶用心。

根据国内法实施所谓“长臂管
辖”，以谋取一己之私，是美式霸权
的惯用伎俩。对于美国一些反华政
治势力来说，香港乱局就是他们的
一个拙劣的“作品”。今年以来，从
美国高官和国会高层陆续会见香港

反对派势力和“港独”分子，到美国
一些政客不断就香港违法暴力活动
发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谬论，再
到美国国会处心积虑推动所谓“香
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通过并签署，美
方一步步撕下了打着“人权”和“民
主”的幌子行使霸权主义的伪善面
具，将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暴露
无遗。

修例风波以来，香港极端激进分
子的暴力活动愈演愈烈，甚至残害普
通市民，毫无行为底线、人性道德、法
律戒惧。世人的眼睛是雪亮的，违法
暴力活动在香港不断升级，与美方插

手香港事务、煽动暴力活动、进行策
划组织等所作所为密切相关。大量
事实证明，美方就是搞乱香港的最大
黑手。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
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和势力
都无权干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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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充分享受各种自由。然
而，美国涉港法案全然无视客观事
实，全然无视香港居民的福祉，把香
港暴力分子的违法犯罪行径粉饰为
追求“人权”与“民主”，公然为反中

乱港的极端势力和暴力分子撑腰打
气，极力破坏香港的法治和繁荣稳
定。美方这一系列恶劣行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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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义不可战胜，公道自在人心。
美方涉港法案违反公理，充斥强盗逻
辑，只会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大
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美国的险恶用
心和霸权本质，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
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更加有力有效
地应对风险挑战。美方企图打“香港
牌”遏制中国发展，是打错了算盘、高

估了自己，更低估了伟大的中国人
民，必将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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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雨坎
坷，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 展 利 益 的 决 心 坚 定 不 移 ，贯 彻

“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
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
的决心坚定不移。美方倒行逆施
必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的迎头痛击，没有任何
力量能够阻挡中华民族实现伟大
复兴的步伐！

墨西哥北部科阿韦拉州警方与
贩毒集团武装人员接连两天交火，共
计20人死亡，包括2名平民。

墨西哥总统 12月 1日说，墨方将
自主处理国内安全事务，不容其他国
家干预。科阿韦拉州政府 12 月 1 日
发布声明，说警方11月30日打死7名
武装人员，12 月 1 日打死 7 名武装人
员，另有3具尸体的身份待辨认。

当天晚些时候，州政府再次发布
声明，说警方两天内打死14名武装人
员，4名警方人员死亡；另有 2名平民
遭武装人员挟持并杀害。6名警察受
伤，4名平民遭武装人员扣为人质。

11 月 30 日中午，载有超过 60 名
武装人员的车队进入科阿韦拉州乌
尼翁镇，车上装备重型武器。武装人
员扫射镇政府办公楼、挟持多名人
质、与警方交火大约90分钟。警方击
毙多名武装人员，随后追击其他人，
12月1日再次击毙多人。

科阿韦拉州政府说，警方缴获17
辆武装汽车，正在直升机协助下继续
抓捕袭击者。他们是墨西哥北部贩
毒集团成员，袭击的原因可能包括扩
大势力范围。

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乌
尼翁镇响起密集枪声，有人惊慌喊

道：“待在屋里。别出去。”媒体照片
显示，许多车辆遭焚毁，镇政府办公
楼的墙上满是弹孔。

12月1日是安德烈斯·曼努埃尔·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就任墨西哥总统
一周年。他当天发表讲话，谈及国内

安全形势，拒绝外国干预。
洛佩斯在首都墨西哥城索卡洛

广场告诉数以千计支持者：“我们不

接受任何形式干预，我们是主权和自
由国家。”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1月27
日说，他打算将墨西哥贩毒集团认定
为恐怖组织，但没有提及后续将采取
哪些具体措施。11 月初，9 名美国公
民在墨西哥北部遇袭身亡，大部分死
者同时有墨西哥国籍，特朗普随后敦
促墨方向贩毒集团宣战，说美方愿意
提供帮助。

墨方反对美方插手，担心美方可
能在墨西哥境内采取单边行动。

政治分析师法尔科·恩斯特告诉
路透社记者，毒贩不会自行克制或收
敛暴力行为，打击贩毒集团应成为墨
西哥政府整体安全策略的重心之
一。只是，墨西哥政府近日对贩毒集
团“妥协”触发批评。

墨西哥警方上月抓住大毒枭华
金·古斯曼之子奥维迪奥·古斯曼，触
发毒贩武装袭击，警方被迫释放奥维
迪奥。洛佩斯事后解释，防止流血冲
突比逮捕奥维迪奥更重要。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洛佩斯依然
受到民众欢迎。11 月初遇袭死亡的
一名美国人的家属告诉媒体记者，墨
西哥政府的政策“不管用”，但她依然
支持洛佩斯。 据新华社

新华社沈阳 12月 2日电 2019
年12月2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努尔·白
克力受贿案，对被告人努尔·白克力以
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努
尔·白克力受贿犯罪所得赃款及其孳
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努尔·白克力
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18年，
被告人努尔·白克力利用担任中共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委副书
记、市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
委常委、副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政府代主席、主席，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
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
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承揽
工程、推广产品、享受优惠政策等事
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
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折
合人民币共计7910万余元。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
人努尔·白克力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努
尔·白克力到案后能主动交代监察机
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积极退
赃且涉案赃款赃物已大部分追缴，具
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
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白宫12月1日回复国会方面，说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或他的律师4日
不会出席针对特朗普的弹劾公开听
证会，理由包括弹劾调查“党派色彩
浓厚”“不公平”。

但是，白宫方面不排除参加后
续听证会。

白宫律师帕特·西波隆给众议
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罗尔德·纳德
勒回信，说特朗普或律师不会出席4
日听证。

4 日听证将就弹劾的宪法依据
听取法律专家意见。司法委员会继
而将举行更多听证，从而决定是否
提议弹劾特朗普、以什么“罪名”弹
劾。

纳德勒先前致信白宫，“邀请”
特朗普或他的律师出席4日听证，限
期1日18时以前答复。

西波隆在信中写道，调查“没
有依据，党派色彩浓厚，与所有历
史 先 例 不 符 ”，“ 没 有 基 本 的 公
平”。

他说，司法委员会没有公开出
席听证的法律专家身份，且不清楚
这一委员会是否会向特朗普提供

“公正程序”，因而特朗普方面不会
出席。

特朗普定于 4 日在英国伦敦参
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按照西
波隆的说法，司法委员会“蓄意”把
听证会安排在那一天。

4 日听证会是弹劾调查开始以
来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首场
听证。

白宫方面没有排除出席后续
听证的可能性。西波隆在信中写
道 ，如 果 司 法 委 员 会 在“ 公 平 程
序”和“保障总统的权利和特权”
方面“严肃”行事，“我们可能会考
虑”参加后续听证。他列出多项
条件，包括允许共和党方面传唤
证人。

纳德勒11月29日又一次致信白
宫方面，“邀请”特朗普的律师出席
后续听证，要求 12 月 6 日 17 时以前
答复。

据新华社

美方乱港制华的图谋注定失败
新华社评论员

努尔·白克力受贿7910万余元
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打击贩毒集团 墨西哥拒绝外国“插手”

这是11月30日在墨西哥科阿韦拉州乌尼翁镇拍摄的交火过后受损的皮卡。墨西哥北部科阿韦拉州州长米格尔·
里克尔梅11月30日说，该州当天发生一起警方与武装分子交火事件。

特朗普及律师拒绝出席首场弹劾听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