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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立法会大楼，肆意损坏立法会设施，涂污香港特
别行政区区徽，撕毁并焚烧基本法；围堵香港中联办大楼，
污损国徽，喷写侮辱国家和民族的字句；扯下某建筑物前
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扔入海中……近期以来，一
些激进分子以“反修例”为名，在香港制造了一系列极端暴
力事件，不仅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也已经触及“一
国两制”的原则底线，性质十分严重，影响十分恶劣。

“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佳方案，
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香
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
切实贯彻落实，香港保持繁荣稳定，被公认为全球最自由

的经济体，营商环境和国际竞争力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
可，香港居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和全世界范围内少
见的广泛自由，香港的法治指数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事实
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坚定
不移地推进“一国两制”事业，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
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
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作为一项开创性事业，“一国两制”对中央来说是治国
理政的重大课题，对香港和香港同胞来说是重大历史转
折。

（下转2版）

“一国两制”底线不容挑战
人民日报评论员

【编者按】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心系民生，始终把人民

群众的小事当作头等大事。一次

次调研、一封封回信、一篇篇讲话，

聚焦百姓冷暖，传递民生牵挂，彰

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的深厚情怀。

即日起，新华社连续推出七组

报道，以“习近平的民生关切事”为

主题，分别从“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七个方

面，通过记者的回访与观察，集中

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

书记的亲切关怀下，我国民生事业

得到长足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充

分展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寿宁县下党乡的乡亲们：
你们好!
来信收悉。得知下党实

现了脱贫，乡亲们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我非常高兴。向大家
致以衷心的祝贺！

“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
年”。当年“三进下党”的场
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经过
30年的不懈奋斗，下党天堑变
通途、旧貌换新颜，乡亲们有
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感、获得
感，这生动印证了弱鸟先飞、
滴水穿石的道理。

希望乡亲们继续发扬滴
水穿石的精神，坚定信心、埋
头苦干、久久为功，持续巩固
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
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
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习近平
2019年8月4日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回 信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4日给福建省寿宁县下党
乡的乡亲们回信，祝贺他们实现了
脱贫，鼓励他们发扬滴水穿石精神，
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下党
实现了脱贫，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
红火，我非常高兴。向大家致以衷
心的祝贺！

习近平表示，“车岭车上天，九
岭爬九年”。当年“三进下党”的场
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经过30年
的不懈奋斗，下党天堑变通途、旧貌
换新颜，乡亲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幸
福感、获得感，这生动印证了弱鸟先
飞、滴水穿石的道理。

习近平指出，希望乡亲们继续
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坚定信心、埋
头苦干、久久为功，持续巩固脱贫成
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走出一
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下党乡位于闽东宁德的大山深
处，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全乡没

有一条公路，交通十分不便，素有“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的说法。习近平
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进下党调研指导扶贫工作。第一次是1989年7
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乘车近3个小时、步行2个多小时，冒着酷
暑到下党乡访贫问苦，帮助解决发展难题。近日，受乡亲们委托，下党乡6位
党员干部群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下党脱贫的喜讯，表达了对党中央和
总书记的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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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27年前的环保旧案，不久前以
一群勇于担当的“新官”联手理“旧账”的
方式，完美结案。

值得称道的是，在这桩旧案近一年
的办案过程中，还催生了全市检察机关首
个环保旧案调查处置办法的诞生，填补了
检察机关办理环保旧案的制度空白。

一起27年前环保旧案的考验

尽管签批过很多法律文书，但璧山
区检察院检察长孟卫红8月5日在文号
为“渝璧检行公结〔2018〕28号”的《结案
决定书》上签字的一刻，内心还是激起了
不小的涟漪。

“最初，该案对我们检察机关最大的
考验就在于：‘新官’究竟该不该理历史

‘旧账’？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又
该如何理这些‘旧账’？”孟卫红说。

时间回溯到2018年9月初，孟卫红
接到一条案件线索：璧山区大路街道辖
区三江水库有垃圾流入，影响环境卫生。

“当时以为只是一起普通环境污染
案件，于是将线索转交给公益诉讼部门
调查核实。”孟卫红回忆道。

然而，深入调查走访后反馈回来的
信息，却让检察官们陷入两难境地。

“首先是案件发生时间太久远了，取
证非常难。”检察三部主任郭锟介绍，流
入水库的垃圾，来自于大路街道三江水

库清明桥附近一处极为隐蔽的山坳。这
些垃圾倾倒始于上世纪的1992年，距今
已27年。目前该处垃圾堆全被杂草树
木覆盖，完全看不到垃圾堆原貌了。

“更棘手的是时过境迁，导致我们根
本找不到该案的民事责任主体。”郭锟
说，事发地到现在都人迹罕至，加之年代
久远，当年是谁倾倒的这些垃圾谁也不
清楚。

“这是典型的陈年旧案，究竟该不该
立案？”当这个问题被抛出来后，办案检
察官陷入了集体沉思。

事实上，这起看似简单的案件一点
都不简单。

从法律层面观察，该案无明确受害

者，也无法找到当年民事责任主体，证据
收集极为困难，甚至是否过了诉讼时效
都存疑。

从行政层面观察，该案时间跨度长
达27年，相关行政机构经历过数轮调
整，职能职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该案
实际上就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遗留下的一
笔“历史旧账”。

“客观地说，该案的确是27年前的
‘旧账’，而我们检察官是27年后的‘新
官’。但当我们面对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时，‘新官’该不该理‘旧账’？”在陷入胶
着状态的内部案情分析会上，孟卫红意
味深长地发问。

在孟卫红看来，该案立案存在诸多
困难是事实，但决不能以此为理由就心
安理得地认为可以“新官不理旧账”。

“因为该案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对公
共利益的侵害是确切的事实，所以哪怕
是‘新官’也必须认真负责地‘理好这笔
旧账’！”孟卫红认为，作为公共利益的代
表，检察官对这样的环保案件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 （下转4版）

“新官”联手理“旧账”
——一桩27年前环保旧案被妥善解决的故事

本报记者 商宇 陈波

【引言】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

望，让每一名少年儿童都能茁壮成长，是
全社会的共同心愿。

前往学校考察调研、同少年儿童代
表座谈、给小学生回信……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少年儿童
的身体健康和成长成才。一句句真情叮
嘱，一个个重要指示，凝聚着总书记对祖
国未来的真挚关怀和殷切希望……

【故事一】
温馨的儿童之家撒满爱的种子

“苹果，苹，果……”在呼和浩特市
儿童福利院，6岁的脑瘫儿童小刚随康
复老师一遍遍跟读。半天的康复课程
结束，他已经能慢慢地说出“苹果”一
词。

小刚在福利院生活快5年了。刚来
时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经过近5年有
针对性的动作和语言康复训练，他已经
可以进行简单的运动和交流。每当看到
福利院院长武文俊走来时，小刚便开心
地挥手喊着：“妈妈，妈妈来了！”

小刚是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里
150多名孤弃儿童中的一员。那些曾经
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在这里找到了新的
归宿，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家”。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福利院，看望这里的孩子们。“对儿童
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
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
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
温暖。”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感动了在场
所有人。

今天的福利院，温暖无处不在。

五彩的走廊挂满孩子们做的剪纸、
拼贴、绘画作品，花花鹿家、奔奔牛家、壮
壮班……一个个房间内传来孩子们的欢
声笑语，很难相信他们当中98%都有中
重度残疾。

活动室内，几名1岁左右的幼儿在
“小兔子拔萝卜”的歌声中有节奏地挥
动着小手；教室里，一群三四岁的孩子
在老师带领下玩过家家的游戏，学习生
活自理；特殊教育区，几名学龄儿童围
坐在特制的桌子旁，跟着老师学习认识
数字……

据武文俊介绍，福利院模拟家庭的
抚养方式让孩子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按
照年龄、身体残疾程度和生活自理能力，
福利院将儿童划分到不同的养育区。其
中，对正处在建立母婴依恋关键期的0
至3岁孩子，由模拟家庭养育，3岁以上
的孩子开始学习生活自理，进入集体养
育区。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5年多
前，习近平总书记聆听孩子们歌唱《感恩
的心》。悠扬的歌声响起时，不少人都眼
眶湿润了。

如今，这些孩子中有的已经走出福
利院，依旧不忘习爷爷的教诲。

聋哑女孩王雅妮牢记着习近平总书
记“好好学习，学业有成”的叮嘱，成为呼
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美容课老
师。她希望把学到的美容美发技能，教
给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让他们拥有一

技之长。
她还时常回来看望“弟弟”“妹妹”

们。“把感恩牢记心中，用所学回报社会，
我会把得到的关爱传递给福利院的每个
孩子。”王雅妮用肢体语言表达着自己的
心声。

【记者手记】
每一名身处困境的儿童，都不应是

折翼的小天使。
努力使所有儿童都能拥有美好灿烂

的明天，是每个家庭最大的愿望和期盼，
也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基础和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
的深情关怀下，一部部政策文件相继出
台，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关爱服
务体系不断健全。同时，我国不断加大
对特殊困难儿童群体的保障力度，开展
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工作，建立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制度……一系列扎实的举措，力争让每
个孩子都沐浴在爱的阳光下。

记者在福利院看到，那些不会说
话的孩子，脸上挂着灿烂的笑；那些生
活无法自理的孩子，努力做出手工送
给前来探望的叔叔阿姨；那些从小失
去父母的孩子，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爱
包围着……

折翼的天使终究会张开翅膀，在天
空翱翔。

（下转2版）

沐浴阳光，让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幼有所育”篇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8月
6日，市城市管理局召开新闻通气会
称，截至7月20日，全市城市管理部
门今年“马路办公”已出动人员14.4万
人次，发现问题6.9万个，整改问题
6.7万个，问题整改率达到97.4%。

去年1月，我市启动“马路办公”
城市管理工作新方式，要求城市管理
人员把“办公室”设在马路上，发现问
题在一线，研究问题在一线，解决问
题在一线。

“与去年相比，今年‘马路办公’
更敢于‘啃硬骨头’。”市城市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推动“马路办
公”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使“马路
办公”的工作重心由普通问题向难点
问题转移。截至目前，全市“马路办
公”共解决热点难点问题1626个，同
比增长60%。

据悉，今年我市“马路办公”中，
小问题马上整改、大问题跟踪整治、
复杂问题挂牌督办成为基本方式。
此外，市、区县、街镇三级联动开展

“马路办公”成为常态，效果突出、效
率提升，解决了一批影响市民工作生
活的突出问题。

以江北区石马河片区灯盏窝拆
违整治为例，该地区房屋最早建于上

世纪50年代，因为责任主体多头、开
发建设迟缓、基础设施落后、房屋老
旧破损，这一片区成为江北区城市管
理多年未曾攻克的“顽疾”。违法建
筑、乱搭乱建、居民私自种菜、乱倒生
活及建筑垃圾、施工工地管理不规范
等问题较为严重。为营造良好的城
市环境，江北区城市管理局今年3月
将石马河立交及宏帆路周边环境整
治列入“马路办公”专项治理重点，对
片区的违法搭建现象开展逐户调查
摸底和入户宣传，共拆除违建和棚房
4000余平方米，整治彩钢棚4200平
方米，清除菜地20000平方米，还新
建改建公厕2座。

与此同时，江北区引入各地块分
级整治概念：有条件实施长期性公
园绿地建设的，按照城市绿地标准
进行建设；面临开发无法实施长期性
绿化的，通过垂吊植物美化边坡、大
型树木遮挡山坡、播撒花籽草籽覆
盖裸土的方式进行简易处理；无法实
施大面积绿化的，采取见缝插针、能
绿则绿的方式进行点缀式绿化。截
至目前，该地区共栽植乔灌木10万
余棵（株），种植地被植物、播撒花籽
草籽4万平方米，整个片区面貌焕然
一新。

聚焦城市管理难点热点问题

“马路办公”今年已整改问题6.7万个
8月6日，万盛经开区丛

林镇晨雾缭绕，公路两旁绿
意盎然，乡村景色美不胜
收。万盛有 70 多年的企业
化采煤历史，形成了 180 平
方公里的沉陷影响区。近年
来，万盛加快采煤沉陷区生
态环境修复，将绿色还给矿
山，成效明显。目前，植被恢
复24000亩，土地整治29400
亩，水资源改善已经基本满
足生产和饮用需求。

特约摄影 曹永龙

矿山修复
绿意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