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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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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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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的东北让人们看到了新
的希望。 在经济领域， 十个积极
信号折射出这片沃土的旺盛活力
与巨大潜力。

———经济开始恢复性增长 。
与前几年遭遇寒冬相比， 东北经
济已走出了最困难的阶段。 虽然
3省总体上仍存在分化态势， 但
作为东北经济半壁江山的辽宁，
经济增速已连续7个季度保持在
5%以上 ， 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
距在逐渐缩小。 中国东北振兴研
究院副院长李凯说， 辽宁筑底企
稳， 将有力牵引整个东北经济进
入恢复性增长通道。

———产业结构迈向多点支
撑 。 “工业一柱擎天 ， 结构单
一” 的 “二人转” 是东北经济的
突出问题。 近年来， 东北一批新
产业、 新动能加速成长。 今年前
三季度， 黑龙江、 辽宁两省的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2.3%和 25.0% ， 远高于工业增
速。 其中新能源汽车、 机器人、
卫星、 新材料等产业表现抢眼，
一批 “小巨人” 和 “隐形冠军”
企业悄然长大。

———民营企业不再 “跑龙
套”。 国有经济曾在东北一家独
大。 今年前三季度， 民间投资在
辽宁省固定资产投资中三分天下
有其二 ； 今年 8月 ， 2019全国
“民营企业500强” 榜单出炉， 辽
宁籍企业由去年的6家增加到11

家。 民营企业的 “搞配套” “跑
龙套” 地位正在改变。

———投资正过山海关。 去年
以来， 德国宝马、 沙特阿美、 恒
大、 京东、 阿里等纷纷在东北投
资新建或扩建大型项目。 东北摘
掉了 “投资不过山海关 ” 的帽
子， 正形成 “投资正过山海关”
的势头。

———改善营商环境有效果 。
投资潮涌背后是营商环境之变。
从 “企业开办不超过3天 ”， 到
“建设工程审批不超过90个工作
日”， 从配备 “项目管家” “企
业秘书”， 到整顿 “新官不理旧
账”， 东北痛下决心改变营商环
境。 中国忠旺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长路长青说： “办事不用求人、
政府一诺千金， 东北营商环境建
设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

———改革主动性大大增强 。
辽宁省委改革办副主任李方喜
说 ， 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这几
年， 倒逼着东北各项改革向深水
区挺进。 去年以来， 辽宁大规模
推进的县乡财政 “分灶吃饭 ”、
大力发展 “飞地经济”、 事业单
位整合等重大改革， 都是省委省
政府主动作为的结果。

———国企改革力度持续加
大。 去年以来， 东北国企改革重
招频出。 如央企招商局集团整合
大连港和营口港、 民企沙钢入主
东北特钢。 近期， 备受关注的沈

阳机床集团重组落定， 央企通用
技术成第一大股东。 辽宁省国资
委主任李伟说， 这几年全省国企
改革办成了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
的大事， 形势面貌焕然一新。

———开放意识强了、 “朋友
圈” 大了。 目前， 东北形成了辽
宁、 黑龙江 “一南一北” 两大自
贸区遥相呼应的开放新局面 。
“东北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格
局， 开放的意识强了， 在东北亚
经济合作中的前沿、 枢纽作用日
益显现， 构建了向北开放的新格
局。” 经济学家常修泽说。

———发展方式由 “粗 ” 转
“精”。 政绩考核不唯GDP、 不能
为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发展……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
说， 东北过去偏向于要素驱动，
常有 “速度焦虑 ” ， 如今增强
“质量关切”， 更加注重效益和区
域平衡， 倡导绿水青山、 冰天雪
地也是 “金山银山”， 发展方式
正由粗放向精细和高质量转变。

———解放思想奋起直追。 一
年多来， 东北各地开展解放思想
大讨论。 广大干部对标先进找差
距， 深刻反思找出路， 从骨子里
认识到 “不改革没有出路” “不
创新没有未来”。 中国一重 、 辽
阳石化、 东北特钢等大型企业通
过改革起死回生。 问及其中奥秘
时， 这些企业掌门人都说： 解放
思想是关键。 据新华社

近日， 位于祁连山西部的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哈尔腾草原迎来降雪。 大地银装素裹，
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四处觅食。 图为一群藏原羚在哈尔腾草原觅食。 新华社发

东北经济正在发生十个新变化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12月 2
日 ， 国 家 语 言 资 源 监 测 与 研
究中心发布 “2019年度十大网
络用语 ” ， 它们分别是 “不忘
初心 ” “道路千万条 ， 安全第
一条 ” “柠檬精 ” “好嗨哟 ”
“是个狼人” “雨女无瓜” “硬
核” “996” “14亿护旗手 ” 和
“断舍离”。

据了解， “2019年十大网络
用语” 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
库 （网络媒体部分） 采用以智能
信息处理技术为主， 以人工后期
微调为辅的方式提取获得的。 监

测语料库包含了代表性网络论
坛、 网络新闻、 博客等不同媒体
形式的海量年度语言资源， 用数
据反映了年度流行网络用语的使
用情况。 本次发布涉及的网络论
坛部分数据就包含了超过40万个
帖子， 字符数超过5亿。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
心表示， 网络用语的来源及成因
多种多样， 但这些词语都具有感
染力强、 易于传播使用的特点，
透过这十个流行网络用语， 一幅
鲜活生动的网民生活百态图跃然
纸上。

“不忘初心”“996”
入选“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新华社电 12月2日 ， 上海
市外国人工作、 居留单一窗口正
式启用。 此后， 符合A类工作许
可证申请条件的外籍人才可在
“单一窗口”同步提交工作许可和
居留许可申请， 经上海市外国专
家局和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局协同审批通过后，申请人可在7
个工作日内同时领取两个证件。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 “一网通
办” 改革， 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
市科委 （市外国专家局） 在自贸
区前期成功试点的基础上携手合
作， 将原本属于两个委办局的窗
口业务成功整合成 “一窗受理、
一并发证” 的 “单一窗口”。 按
原流程， 外国人需先后至上海市
外国专家局和出入境管理局申请
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 审批时限
分别为10个工作日和7个工作日。
现在由串联申请升级至并联申

请， 且实施协同审批后， 外籍人
士只需7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工作
许可和居留许可的申请流程。

最新启用的 “单一窗口” 位
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三
楼外国人办证业务受理大厅。 当
天， 上海市外国专家局的相关工
作人员已经全部到位， 现场已有
不少外籍人士在咨询了解这一最
新举措。

下一步， 上海市公安局和上
海市科委 （市外国专家局） 将在
上海全市出入境窗口完成工作许
可和居留许可受理窗口 “一门式
服务”整合，以及工作、居留网上
预约平台的搭建启用， 实现线上
服务和线下终端的有机结合，进
一步为企业和群众办事“减环节、
减时间、减材料、 减跑动”， 让来
沪工作的外籍人士享受更加便利
快捷、 优质高效的办证服务。

上海“外国人工作、居留单一窗口”启用

新华社电 记者从宁夏回族
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
到， 截至今年10月底， 宁夏已有
19.4万余名农民工录入建筑工人
实名制管理平台， 中国银行等6
家银行与宁夏建筑市场监管服务
系统完成对接， 实现农民工工资
线上支付监管， 治理拖欠农民工
工资问题。

宁夏创新方式防止建筑领域
拖欠农民工工资。 随着农民工录
入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 宁
夏部分建设项目已完成农民工银
行卡代发工资数据与其考勤数据
同步上传， 实现农民工工资在自
治区系统内代发， 目前累计发放
工资2115万元。

同时， 宁夏推行 “制度+科
技+管理” 信息化模式， 依托宁
夏建筑市场诚信信息与监管平
台， 加大对施工企业和执业人员

的诚信管理； 将欠薪群体性上访
和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一并按照失
信惩戒最高等级进行扣分处理，
直 至 限 制 参 加 招 投 标 活 动 ；
督促建设单位及时支付工程款，
凡工程款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到位的， 建设主管部门不予竣工
验收。

宁夏还开展建设工程农民工
工资支付保证工作， 依据相关政
策为企业盘活现金400亿元 ， 减
轻企业资金压力， 更好保障企业
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 当施
工承包人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
时， 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劳动
争议仲裁或法院裁决， 由出具保
证的保险公司、 银行、 担保公司
承担代偿责任， 并于5个工作日
之内将农民工工资打入指定账
户， 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宁夏实现农民工工资线上支付监管

““高高原原精精灵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