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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香港警方12
日表示，在过去数天的激进示
威活动中拘捕了 149人，他们
涉嫌非法集结、袭警、藏有攻击
性武器等。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副处
长邓炳强 12日在记者会上表
示，在过去一连串示威活动当
中，激进示威者胡作非为，不断
将暴力程度升级，并将暴力事

件延伸至全港，对广大市民的
生活造成严重困扰，威胁市民
人身安全。

从 9日到 12日，警方拘捕
了149人，其中包括111名男子
和38名女子，年龄在15岁至53
岁之间，涉及罪行包括非法集
结、袭警、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
务、藏有攻击性武器、藏有危险
品等。

邓炳强表示，8月11日，在
深水埗和铜锣湾有示威者不
理会警方反对，进行未经批准
的集结和游行，其后部分示威
者分散至全港各区堵塞主要
道路、包围警署、破坏警车
等。在尖沙咀，一名暴徒将汽
油弹扔进警署，导致一名警员
双腿烧伤。

另外，警方留意到示威者

当中有一批人士作出极端暴力
行为，因此利用情报主导方式，
针对这些核心暴徒作出全面刑
事调查。在铜锣湾，警方拘捕了
15名核心暴徒。

邓炳强说，当有人犯法的
时候，警察一定要执法，他呼吁
示威者不要再以暴力方法扰乱
香港社会秩序，并希望社会尽
快恢复平静。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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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受非法集会影
响，香港国际机场13日的部分航
班被迫取消。示威者下午开始堵
塞离境闸口，机场运作再度严重
受阻，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

一批在机场一号客运大楼
接机大厅的示威集会者在下午
2时30分后聚集到位于上一层
的离境大厅，再次搬开限制非
持有机票人士进入的铁栏，进

入登机柜位，并堵塞离境闸
口。香港机管局表示，受公众
在机场集会影响，客运大楼运
作严重受阻，所有航班登记服
务已于下午4时30分暂停。13
日其余离港和抵港航班将继续
运作，航空公司将就未能完成
航班登机程序的旅客做出安
排。机管局呼吁公众人士应避
免前往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再度严重受阻

8月12日，游客在机场滞留 新华社发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双方牵头人通话

据新华社电 8月13日晚，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
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
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
通话。中方就美方拟于9月1日对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关税问题进行了严正交
涉。双方约定在未来两周内再次通
话。商务部部长钟山、中国人民银行行
长易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等参
加通话。

中宣部、公安部部署开展

“最美基层民警”
学习宣传活动

据新华社电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
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最美基层民
警”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在全社会广
泛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

通知强调，学习宣传活动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
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广泛开
展“最美基层民警”学习宣传活动，大力
弘扬公安英模精神，推出一批优秀基层
民警典型，教育引导广大民警以先进模
范为榜样，锚定锻造“四个铁一般”公安
铁军标准，立足本职、敬业奉献，全力做
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各项
工作，在全社会着力营造理解支持公安
工作的良好氛围，大力唱响礼赞新中
国、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通知指出，开展“最美基层民警”学
习宣传活动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是激励警心斗志
的实际举措。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切
实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筹划部署，严密
组织实施，积极稳妥做好各相关工作，
确保学习宣传活动有力、有序、有效推
进。要以传播效果为导向，做好统筹协
调，大力推进学习宣传活动理念、内容、
手段创新，充分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载
体平台，不断增强活动的吸引力、感染
力、引导力，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营造浓厚氛围。

按照通知部署，中央宣传部、公安
部将综合各地推荐、网络点赞和现场展
示等情况，遴选确定20位“最美基层民
警”，于 2019年 10月下旬向社会宣传
发布。

吉林珲春一市民
夜间遇野生东北虎

据新华社电 12日晚，吉林省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市民杜彬在微信
朋友圈中发布的一条视频引起广泛关
注。视频显示，一辆出租车行驶在公路
上时，路边出现了一只野生东北虎，该
虎短暂注视出租车后，穿过马路自行
离开。

记者13日从珲春森林公安局了解
到，12日19时10分左右，拍摄者杜彬
乘坐出租车从珲春市赶往春化镇。车
辆行驶至马滴达村附近时，一只东北虎
出现在道路右侧，距离车辆 10米左
右。这只东北虎体型不大，从道路右侧
缓慢走到了道路左侧，随后消失在黑
夜中。

珲春森林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金
平告诉记者，经警方确认，该东北虎为
亚成年野生东北虎。珲春森林公安局
已启动虎豹保护应急预案，部署警力在
附近村屯对林区群众开展安全提醒，同
时在相关区域巡逻警戒，严防出现人伤
虎、虎伤人事件。

香港警方

再拘捕149名激进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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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篇“达标”论文却评
上了教授，最近，南京林业大学
理学院教师蒋华松成为该校凭
教学专长晋升教授的第一人。

类似这样不单纯以论文来
评职称的高校越来越多。据“新
华视点”记者不完全统计，全国
至少有百余所高校进行了职称
评审改革，逐步打破长期以来

“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评
价导向。

有的没有一篇论文
评教授

南京林业大学理学院教师
蒋华松从教 33年，公认课讲得
好，但因为缺少论文，在副教授
的岗位上一待就是12年。今年
3月，《南京林业大学教学专长型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条件（试
行）》出台，在对教学专长型老师
进行职称评聘时，不再以发表论
文数量作为考核内容。没写一
篇“达标”论文的蒋华松终于评
上了教授。

近几年，国家接连出台关于
改革高校教师评价制度的文件，
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
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
办、国办《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的意见》，教育部、人社部《高校教
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等，均
明确提出，改变“唯学历、唯资历、
唯论文”的人才评价标准。

各地高校结合实际纷纷进
行探索，调整评价指标，高校长
期被诟病的“教得好不如写得
好”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记者
梳理发现，高校职称评审改革主
要集中在不唯论文，看教学水平
和具体成果；不唯资历，看代表
成果和实际贡献；不搞“一刀
切”。

怎样算“教得好”
由谁来评判

“教得好”也能评教授得到
了一线教师的普遍欢迎。但怎
样算“教得好”、由谁来评判成为
教师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记者采访多所高校了解到，
参评教学专长型职称也有门
槛。有的高校规定，除了有比其
他类别老师更加高的教学学时
要求外，参评教授必须获国家级
教学奖项，副教授须获省级教学
奖项。南通大学规定，一线教师
如果开发了国家级在线开放课
程、精品课程等高水平的教学资
源，可以申报高级职称。

具体怎么评？虽然听过蒋
华松课的人都说他讲得好，但如
何用客观标准认定“教得好”？
南林大人事处会同教务处、学工
处、评估办等多番研讨，设计了
一套考评程序。

首先要“形成有特色、效果
好的主讲课程教学风格”：由教
务处在教师不知情的前提下，在
其前一年授课录像中随机抓取3
段 45分钟的教学视频，组织校
外不少于 3位国家级或省级教
学名师，以及校内教学督导等进
行评议。其次要“深受学生欢
迎”：由学工处调取近5年的毕业

生数据，发放调查问卷，了解毕
业生对教师教学活动效果的评
价。再结合教学工作量、教改教
研成果、教学奖项等工作实绩进
行综合考量。

不少高校教师提出，对于不
同的专业、不同的岗位，“教得
好”应有不同的标准。因此，不
少学校改革的前提就是对教师
进行分类。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推
进改革还面临诸多难题。

有教师认为，教学专长型教
师的评价标准难以量化，存在虚
化、放水、看人情、走关系的风
险。过去对论文的硬性要求虽有
缺陷，但还是客观标准，如果依赖
同行、学生打分，主观性太强。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
杜宝贵等专家表示，职称评审改
革是大势所趋，教学数量与质量
的考评应该受到重视，但亟待建
立更加细化的标准，构建更加客
观、公正、全面的评价体系和方
法。 据新华社

教得好没论文也能评教授了
多地改革高校教师职称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