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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驻港公署

敦促美国会议员与极端暴力分子划清界限
新华社香港 8 月 13 日电（记者 郜婕）针对
媒体报道美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等日前发表“暴力镇压不可接受”
“北京侵蚀港
人自治和自由”等错误言论，外交部驻香港特
区特派员公署发言人 13 日表示，美国会有关
议员无视事实，颠倒黑白，毫无根据地诋毁中
央和特区政府，向极端暴力分子发出严重错误
信号，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表示，香港一小撮激进示威者不断
升级极端暴力行径，屡屡用极其危险和残忍的
方式袭击警察，粗暴践踏香港法治和社会秩
序，严重威胁市民生命安全，严重挑战香港繁
荣稳定，严重触碰“一国两制”底线。美国对自
己国内发生的袭警行为毫不手软、严惩不贷，
但对香港却故意选择性失明，把香港警察忍辱
负重、文明执法污蔑为“镇压”和平示威。这只
会让世人更加看清美方一些政客的傲慢与偏
见、伪善与冷血、自私与霸道。
发言人指出，香港回归 22 年来，
“ 一国两
制”、
“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切实贯彻落
实，香港同胞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依法享有
前所未有的广泛权利和自由。香港法治指数
全 球 排 名 从 1996 年 的 60 多 位 大 幅 跃 升 到
2018 年 的 第 16 位 ，高 于 美 国 目 前 的 全 球 排
名。铁一般的事实不是美政客想抹黑就能抹
黑的。难道香港彻底沦为“暴力之都”才是他
们乐见的结果？才是他们心中想要的自治和
自由？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
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
以任何方式干预。任何人都不要低估我们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
都不要痴心妄想我们会屈服于外国干预势力
的威胁与压力。我们强烈敦促美有关政客恪
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绝大多
数香港市民反暴力、护法治、撑警队的正义
要求，摆正位置，认清形势，立即与极端暴
力分子划清界限，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和
中国内政。

台风“利奇马”

致 1288.4 万人受灾
新华社北京 8 月 13 日电（记者叶 昊鸣）记
者 13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当日 16 时，台
风“利奇马”共造成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安
徽、福建、河北、辽宁、吉林 9 省市 1288.4 万人
受灾，204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据统计，此次台风还造成 1.3 万间房屋倒
塌，11.9 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
996 千公顷。各地 4.2 万余名消防指战员共参
加抢险救援 6382 起，营救遇险和疏散转移被
困群众 12447 人。
8 月 13 日，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部署台
风“利奇马”后期防御救援救灾工作，强调台风
“利奇马”虽已停止编号，但强降雨带来的危害
依然很大。东北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要
细化实化工作措施，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包保
责任落实到村到户到单位，进一步排查灾害风
险点，防范因自然灾害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
山东省及以南致灾地区要加强灾后救助和恢
复重建工作，做好灾情统计，确保受灾群众有
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安全住处，对受
灾群众要返回居住的房屋、复产复工的厂矿进
行评估，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当日下午，应急管理部还启动了对辽宁的
应急救灾响应。

两部门下拨 3.78 亿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新华社北京 8 月 13 日电（记者 叶
昊鸣）记者 13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财
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向江西、湖南、
重庆、贵州、云南等 5 省市下拨中央
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3.78 亿元，用于 5
省市近期群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救灾工
作。

据了解，这笔资金包括江西 2500
万元、湖南 1.15 亿元、重庆 7400 万元、
贵州 6200 万元、云南 1.02 亿元，用于包
括灾后人员搜救等应急处置、为避免二
次人员伤亡所采取的调查与监测、周边
隐患排查、人员紧急疏散转移、排危除
险和临时治理措施、现场交通后勤通讯

保障等。
针对江西、湖南、重庆、贵州、云南
等省市入汛以来地质灾害多发频发的
情况，应急管理部主要负责人多次调度
指挥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派出多个工作
组赶赴地方，全力指导和协助当地开展
地质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郑万铁路河南段

开始联调联试
8 月 13 日，郑万铁路郑州东至
邓州东段正式开始联调联试，为开
通运营提供重要技术保障。郑万
铁路是河南省“米”字形铁路网的
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为 350 公
里。图为高速综合检测列车行驶
在郑州东站附近的线路上。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努力实现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住房保障工作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保障性
住房建设稳步推进，住房保障体系不断
完善，住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为促进
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目标发挥了
重要作用。
■住房保障助 2 亿困难群众圆“安
居梦”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
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的基本生活保
障，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
和谐稳定。
一个个振奋人心的数据揭示了我
国住房保障工作的历史性成就：
1994 年
至 2007 年，全国共建设廉租住房、经济
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 1000 多万套。
自 2008 年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
以来，到 2018 年底，全国城镇保障性安
居工程合计开工约 7000 万套。
通过住房保障工作，约 2 亿困难群
众圆了“安居梦”，改善了住房条件，增
强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018 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
面积达到 39 平方米，比 1949 年的 8.3 平
方米增加了 3.7 倍。
“住房保障为取得这个成绩作出了
巨大贡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
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说。
公租房
“兜底”
保障，
成为社会的安全
网、
稳定器。截至2018年底，
3700多万困
难群众住进公租房，
还有累计近 2200 万
困难群众领取了公租房租赁补贴。
经济适用住房等配售型保障房建设，
为推进住房制度改革、
拉动住房消费、
改
善住房供应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 2018 年底，通过购买经济适
用住房等配售型保障房，5000 多万买
不起商品住房、又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城
镇中低收入群众有了合适住房，实现了

稳定居住。
棚户区改造这项“暖心工程”有效
改善困难群众住房条件。截至 2018 年
底，上亿居民“出棚进楼”，为提升人居
环境、缓解城市内部二元矛盾、提升城
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
挥了重要作用。
■政策体系日益完善为住房保障
提供有力支撑
不断完善的住房保障政策体系及
一系列有力的支持政策为住房保障工
作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王微说，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随
着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市场化、商品化
的进程而产生，
并不断推进。
从 1998 年开始，
我国对城镇住房制
度进行全面改革，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
配，推进住房商品化、社会化；对最低收
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廉租住房，对中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经济适用住房。
随后几年，
经济适用住房投资、
施工面积
和供应套数大幅提高。
2007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解决城
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提出加快建立健全以廉租住房制度为
重点、多渠道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
困难的政策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
住房保障这项重大
民生举措快步推进。为解决困难群众住
房问题，
党中央、
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财
政补助、
土地优先供应、
信贷扶持、
税费减
免等支持政策，大力发展保障性安居工
程，
统筹推进住房保障工作。
■多措并举努力实现让全体人民
住有所居
未来一段时间，住房保障工作依然
需要应对一些挑战：政策体系有待进一
步完善；一些人口净流入量大的城市公
租房还需要加大供应；保障性住房后续
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加快推动住房保障立法，明确国
家层面住房保障顶层设计和基本制度
框架，夯实各级政府住房保障工作责
任，同时为规范保障房准入使用和退出
提供法律依据。
对于人口净流入较多、住房保障需
求较大的大中城市，要督促加大公租房
保障力度，
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
加快促进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居民和符合
条件新市民住房困难问题。
具体来说，对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实现应保尽保，对中等偏下及以下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在合理轮候期内予以保
障，对符合条件的环卫工人、公交司机
等重点群体、重点产业困难职工实施精
准保障，对符合条件的新就业无房职
工、外来务工人员等其他新市民住房困
难群体持续加大保障力度。
要指导人口流入量大、房价和租金
水平较高的城市从实际出发合理确定
公租房发展目标和年度计划，切实增加
公租房实物供给。积极推进租赁补贴，
满足多样化需求。加强公租房运营管
理，总结试点地区经验做法，鼓励有条
件的地区逐步推广政府购买公租房运
营管理服务。
在棚户区改造方面，坚持既尽力而
为，又量力而行，科学确定年度棚改任
务。严格把握棚改范围和标准，重点改
造老城区脏乱差的棚户区、国有工矿
区、林区、垦区棚户区。
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住
房保障工作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
新起点。必须攻坚克难，久久为功，把
住房保障这项利国利民的实事推进下
去，坚持不懈地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问
题，
促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