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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 29 日表示， 中方的反制手段是充

足的， 但当前形势下， 应该讨论的问

题是美方取消对 5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

商品进一步加征关税， 防止贸易战继

续升级。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说， 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

升级， 从中美两国和整个世界的大局

出发， 愿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与合

作解决问题。

高峰说， 中方一再强调， 贸易战

升级不利于中国， 不利于美国， 也不

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甚至有可能

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

他指出， 上周五中方将部分自美

进口商品再次列为加征关税的对象，

是中方不得不采取的必要反制措施。

希望美方取消新的加征关税措施， 避

免贸易战继续升级。

高峰还表示， 中美双方经贸团

队一直保持有效沟通。 双方正在讨

论 9 月赴美磋商的问题。 当前最重

要的是为双方继续磋商创造必要条

件。 如果中方赴美谈判， 双方应共

同努力、 创造条件， 推动磋商取得

进展。

商务部：中美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有效沟通

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

据新华社电

8 月 30 日起 201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将正式发行。 中国

人民银行有关部门负责人 29 日表示，

为做好新版人民币现金机具

（如点钞

机、

ATM

等）

识别升级工作，人民银行

已为机具企业开展升级提供了技术支

持平台， 并积极引导机具企业和广大

商户尽快升级。

人民银行介绍， 非银行的社会商

用机具因不具有行政强制性， 是一种

自愿行为， 升级进度取决于商户与机

具企业之间的合同约定。 如果遇到不

能识别新版人民币的社会商用机具，

公众应提醒商户联系机具生产企业尽

快进行升级。

人民银行表示， 已积极安排一定

数量的 2019 年版人民币投放，做好各

地 2019 年版人民币的调拨、 供应工

作， 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已安排好各网

点 2019 年版人民币的供应。

新版人民币今起发行

识别机具逐步升级中

交通运输部支招 ETC卡被盗刷：

关闭“免密、免签”功能

据新华社电

针对 ETC 卡被盗

刷的现象，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

文剑 29 日回应称， 用户关闭 ETC 卡

“免密、免签”功能，就不会被盗刷。

孙文剑说， 目前有 3 种形式的

ETC 卡：一是交通行业早期发行的单

用途 ETC 卡，此类卡已停止发行。 二

是交通行业与银行联合发行的记账

卡，客户持有一张单用途 ETC 卡和一

张银行卡。 三是交通行业与银行联合

发行的“二合一”联名卡，即在普通银

行卡上集成了 ETC 功能。

“前两种卡都不存在被盗刷的风

险，只有第三种卡，如具有银联‘闪付’

功能并且开通了‘免密、免签’服务，就

存在被盗刷的风险。 但只要我们通知

开卡银行关闭‘双免’功能，就不会再

被盗刷。 ”孙文剑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林宏力）

广东企业哪家强？ 昨日上午，

2019 广东企业 500 强发布大会在广州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上发布广东

企业 500 强榜单，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华润(

集团

)有限公司名列前三位。

据悉，2019 广东企业 500 强榜单

由广东省企业联合会、广东省企业家协

会发布，前十分别为中国平安保险

（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中国华润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恒大集团有限公司、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碧桂园控股有限公

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汽车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会上同时发布的还有广东民营

企业、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和创新企

业的 100 强榜单。

据了解， 从行业分布来看， 广东

500 强企业中， 制造业企业 251 家，占

比 50.2%， 服务业和流通业企业 239

家，占比 47.8%，综合性企业 10 家。

2019广东企业500强榜单发布

据新华社电

两个多月以来，香港

持续发生极端暴力违法事件，一些年轻

人包括学生受“反中乱港”势力教唆参

与其中，冲击香港法治，挑战“一国两

制”原则底线，侮辱国徽、国旗，甚至喊

出“港独”口号。 这些本该安心学习的

学生却做出无法无天的恶行，既让人愤

慨、痛心，又值得深刻警醒和反思“暴”

与“乱”背后的香港教育“病因”。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前副院长

顾敏康近日撰文指出，如果说香港的教

育“病”了，那么首先就是教育者出了问

题，其次是教材出了问题。 因为教育效

果如何，关键在于什么人教和教什么内

容。 如果教师客观中立， 则学生幸运，

有可能被培养出真正独立和客观的思

考能力。

由香港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

组成的“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简称

“教协”）

， 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

及参与会员最多的组织，但其领导机构

却长期被反对派势力所把持。2016 年 8

月，“教协”负责人叶建源公然表态支持

中学生在校园内宣扬“港独”。今年 8 月

中旬，“教协” 还主动发起游行活动，更

纵容乱港团体煽动学生罢课。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网

站发帖文表示，有些办学团体和校长不

敢处理政治立场偏激的老师， 养虎为

患，最终被噬的是自己。 中学教育环境

必须净化， 未成年人不应参加政治运

动，这句话不得含糊。

香港教育之病还在于在中学取消

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以及无序加入通

识教育。

香港回归前，通识教育只是选修课，

2009年开始列入必修课，正式在香港高

中推行；2012年开始， 通识教育被列入

香港高考必考科目，重要性可想而知。

然而香港高中通识科推行 10 年，

市面上的所谓“教科书”被多次揭发存

在偏颇或错误内容。 其课程内容、评核

方式及存废等问题一直备受争议。

一些学校的通识教育各类教材常

见如下内容：攻击“一国两制”；美化非法

“占中”；激化香港与内地矛盾；负面解读

内地存在的问题，或者直接丑化；介绍内

地时引用过时的数据； 引用典型的西方

视角下关于中国话题的负面结论。

2013 年，“教协”出版《香港政治制

度改革———以“占领中环”为议题》，注

明是“公民及通识科教材”，并请到非法

“占中”发起人戴耀廷作顾问。

持有这种激进立场的教师去教通

识课， 去给学生们讲述香港的示威游

行，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会长黄均瑜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香港中小学校现有

约 6 万名教师，其中不乏一些思想比较

激进的教师。 通识教育就是他们进行

政治引导的一个平台，他们借此对学生

进行煽动。

有资深通识科教师建议，教育局有

必要审查通识教材，也有必要考虑规定

统一教材。 特区政府要理直气壮地去

做，因为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0 年， 香港取消中国历史科为

必修科，专家认为一些香港青年因此在

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根的课程框架里长

大。 香港回归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

人，对中国历史认知不够是普遍现象。

香港培侨中学教师穆家骏告诉记

者， 更严重的是一些教师对中国历史进

行歪曲和丑化， 对学生起了负面引导作

用。他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阐述、对学生

的引导，助长了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历史科于2018/

2019年度成为独立的初中学校必修科。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2018年5月公

布的新课程大纲， 香港史将不再列为独

立课题，而是融入不同的中国历史课题，

希望借此培养学生的国家观念。

两个多月来，极端分子公开侮辱国

徽、国旗，高喊“港独”口号，种种言行深

深刺痛了广大香港和内地民众的爱国

心，而这也正是香港青年国民教育缺失

所带来的恶果。

“看看报章上的报道， 好多有关内

地的事情都被描述成负面的，青少年耳

濡目染，他怎么可能对国家形成客观的

认识。 ”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

痛心地说，香港缺失正面引导的国民教

育，却充斥着反对派负面宣泄、充满仇

恨的“教育”。

香港要拨乱反正，必须大刀阔斧改

革教育，并尽快推行国民教育。 对学生

推动国民教育， 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

感，是世界各地一贯做法，合乎港情世

情，也是民心所向。

香港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

爱诗说，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多花一点时

间去了解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香

港回归祖国，不只是换个旗、改个名，港

人要有一个心路历程， 去认同国家、民

族，接受国民身份。

香港乱象背后的教育“病因”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完成第 22次轮换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

香港部队 29 日上午，完成进驻香港以

来第 22 次轮换行动。此次轮换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

军法》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批准进行

的年度正常例行行动。 进港履行防务

的官兵采取多口岸通关、多路机动、立

体投送方式，从陆上深圳湾、皇岗、文

锦渡、沙头角口岸和海上、空中机动进

港，进驻驻香港部队营区。

此次轮换进港的官兵进驻前进行

了认真训练和学习， 系统掌握了军事

技能、香港基本情况和有关法律知识，

具备了履行香港防务的能力素质。 驻

香港部队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

军委指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坚决贯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

军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有效履行香港防务职责，为维护

香港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