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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12 日在答记者问时强

调， 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

事务。

有记者问：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涉

嫌参与发生在伊朗等国家的“颜色革

命”。 中方表示， 香港近来发生的一系

列事件中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 特

征， 这是否意味着中方怀疑美国中央

情报局参与其中？ 能否拿出任何证据？

华春莹说， 近来， 美国频频对香

港事务说三道四、 颠倒黑白、 煽风点

火。 美政要及外交官员会见、 接触反

中乱港分子， 无端指责中国中央政府，

为暴力违法行为张目， 破坏香港繁荣

稳定。

“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 我要再

次问美方，你们居心何在？ 你们要借香

港达到什么目的？ ”华春莹说。

她再次重申，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中方敦促美方

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

停止插手香港事务，立即停止干涉中国

内政。

外交部：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昨日，广州市委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新中国史专题

学习会。 市委书记张硕辅主持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温国辉，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陈建华， 市政协主席刘悦伦出

席。 省委第一巡回指导组有关负责同志

到会指导。

会上，与会人员前往省档案馆参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档案文

献展，重温党的光辉历程，追寻革命先

辈历史足迹， 感悟革命先辈崇高精神，

缅怀革命先辈丰功伟绩， 接受守初心、

担使命的精神洗礼。

张硕辅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的重

要论述，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在深入学习和不断领悟党

史、新中国史中汲取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永远奋斗的精神力量。 一要通过学

习党史、新中国史坚守初心使命，进一

步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传承红色基因，坚定

理想信念。 二要通过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中国近代以

来170多年的斗争史、 我们党98年的奋

斗史和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做到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知史爱民，坚定不移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广州

形成生动实践。 三要通过学习党史、新

中国史强化责任担当，坚决做到忠诚核

心、 拥戴核心、 紧跟核心、 维护核心、

捍卫核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和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 迎着风雨上、 顶着浪

头冲， 紧紧扭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

个“纲”， 全面落实省委“1+1+9” 工

作部署和市委“1+1+4” 工作举措， 推

动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广州落地生根、 开

花结果。 四要通过学习党史、 新中国

史深化主题教育， 对四项重点措施落

实情况组织开展“回头看”， 推动主题

教育更加扎实精准有效开展， 把初心

使命转化为党员干部锐意进取、 开拓

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 真抓实干

的自觉行动， 奋力推动广州实现老城

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 在全省

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当好“两

个重要窗口” 中勇当排头兵。

会上，温国辉、陈建华、刘悦伦、罗

冀京、王世彤、周亚伟、蔡朝林作发言。

市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市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成员，市局以上有关单位负

责同志参加。

市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新中国史专题学习会

坚定理想信念 坚守初心使命

张硕辅主持并讲话 温国辉陈建华刘悦伦出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史

伟宗）

为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

及市委十一届八次全会精神， 昨日，广

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就基层社会治理和

城市更新先后到人民南周边地区、白云

区陈田村开展调研。

人民南周边地区横跨越秀区和荔

湾区，专业批发市场密集，是我市社会

治理重点整治地区之一。 张硕辅来到该

地区一德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晏公街

口袋公园、人民南地区

（越秀）

社会治理

工作站，察看视频监控，听取越秀区、荔

湾区有关情况汇报，要求两区认真总结

经验，进一步强化基层党建引领，发动

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和外来人口

参与社会治理， 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

平，为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在陈田村城

中村改造项目现场，张硕辅对白云区违

建清拆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统筹

推进“三旧”改造和专业批发市场、物流

园、 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及黑臭水体、

违法建设、“散乱污”场所治理等城市更

新九项重点工作，坚持城市更新与品质

提升、产业升级、历史文化保护、还绿于

民等相结合， 提升城市更新工作的社

会、经济、生态、文化效益。

在调研中，张硕辅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

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深刻认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日

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

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必

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办好老百姓

最关心的事和让老百姓高兴的事，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创新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坚持典型引

路、点面结合，完善“令行禁止、有呼必

应”基层党建工作格局，把各级党组织

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引领构建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升基层治理

能力和水平， 把广州打造成最安全稳

定、最公平公正、法治环境最好的城市。

要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扎实推进九项

重点工作，坚持一张图纸干到底，推进

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

明确标准和进度时点，一项一项抓好落

实，整治一片、建设一片，为城市发展释

放更大空间、提供更多动能，加快推动

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市领导谢晓丹、潘建国、杨江华、林

道平参加有关活动。

张硕辅调研基层社会治理和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 释放城市发展空间和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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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公安部

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在154个城市， 对去年

以来收缴和群众主动上缴的10.7万支非

法枪支及一大批炸药、雷管等爆炸物品进

行集中安全销毁。 这是公安部继去年9月

组织146个城市开展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

爆物品活动后，再一次组织该类活动。

据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2018

年2月， 由公安部牵头建立24个部门参

加的打击整治枪支爆炸物品违法犯罪

部际联席会议，部署开展为期两年的打

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今年以

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作

联动，履职尽责、扎实工作，打击整治枪

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目前，全国破获涉枪涉爆案件1.6万

起，打掉团伙163个，捣毁窝点117个，打

击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1.7万人。经过打

击整治，今年1至7月，全国持枪、爆炸犯

罪发案总数同比下降20%。

此次统一销毁活动在湖北省武汉

市设主现场，在辽宁省沈阳市、福建省

福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四川

省泸州市设立4个中心现场，其他149个

城市设分现场。

在全国各地集中统一销毁活动现

场，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采取实物展

示、发放传单、以案释法、现场讲解等多

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广泛宣传非法枪爆

物品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充分展示打击

整治枪爆违法犯罪工作成效和铲除枪

爆祸患坚定决心，教育警示广大群众自

觉抵制远离非法枪爆物品，最大限度地

凝聚社会各界参与防范打击涉枪涉爆

犯罪工作的合力。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

前，全国公安机关已根据群众举报查破

涉枪涉爆案件1040起， 抓获涉案人员

1165人，兑现奖励50余万元。 群众主动

上缴、举报查缴枪爆物品数量占到了收

缴总量的72%。 欢迎广大群众支持参与

专项行动、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对群众

举报的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将及时

核查侦办、及时兑现奖励。

全国154个城市开展集中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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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

银行12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

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6万亿元， 同比

少增3975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贷款余

额147.02万亿元，同比增长12.6%，比上年

同期低0.6个百分点。 7月份，住户部门贷

款增加511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695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4417亿元；非金融

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2974亿元。

另外，7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6420

亿元，同比少增3867亿元。 其中，住户存

款减少1032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减少

1.39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8091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7月末， 广义货币

（M2） 余额191.94万亿元， 同比增长

8.1%，增速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均低0.4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55.3万亿

元，同比增长3.1%，增速分别比上月末

和上年同期低1.3个和2个百分点。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7月

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14.13万亿元，同

比增长10.7%。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0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103亿元。

7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6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