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盛赞“电保姆”
（上接第一版）在提升办电效率环节，全

面推广现场预约服务和一次办结业务模式，
力争现场勘查、方案编制、客户答复、合同签
订等业务现场一次性办结。两年来，客户办
电平均提供资料由3.2项缩减至1.6项，平均
跑腿次数由2.5次减少至0.6次，具备条件的
现场直接装表接电，实现业务流程环节总体
压减30%，一次办好率由82%提升至99%，

“便利化、透明化、标准化、规范化”的“获得电
力 阳光服务”新模式，也让老百姓真正体验
到了“全天候、全方位、一站式”的服务体验和
用能保障。

两年来，烟台供电公司累计为400余户
省级及以上园区客户、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将
电力设施建设到客户红线，为2350户小微企
业低压接入容量扩大到160千伏安，提供零
上门、零审批、零投资“三零”服务，共计投资
3亿余元，为客户降低了超过3亿元的办电成
本，提高了社会效益。

释放红利
用电成本更省

对小微企业而言，电费的节省，不但能有
效提升现金运转，甚至关乎自身生存发展。今
年以来，烟台供电公司全面执行低压业扩客户

“零投资”，小微企业报装低压接入容量增加至
160千伏安，省级及以上园区和纳入省级新旧
动能转换项目库的10千伏企业用户，电网企
业投资界面延伸至用户规划红线，实现小微企
业接电“零成本”，减轻了企业负担。

位于芝罘区东园街道的一家“麻辣拌”小
吃店，疫情期间店铺生意大幅下滑，烟台供电
公司认真执行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政策，为
店铺落实“减免非高耗能一般工商业企业电
费的5%”，每个月都能降低电费支出。对小
本生意来说，电费减免可谓雪中送炭。

随着生意的不断好转，店铺用电负荷不断
攀升，在用户提出用电增容申请后，烟台供电
公司又及时安排人员上门服务，即时响应，协
助客户从“网上国网”APP提交线上增容业务
申请，将容量由原来的2千瓦增加到10千
瓦。工作人员当天就完成了用电方案勘查，并
提供“线上+线下”双联动保障服务，实现了客
户办电“一次都不跑”。“我们不仅要帮助企业
减少接电成本，在用电成本上，也要做好服务
工作，帮助企业节省成本。”烟台供电公司营销
工作人员介绍说。

在福山区张格庄镇，乐农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杨帆经营着加工大樱桃的产业，冷
风库、气调库和深加工车间对电力需求很大，
供电公司组织人员通过对企业用电进行指导，
制定最佳用电方案，协助解决复工复产用电难
题，2月份至6月份，帮助企业减少用电成本近
4万元。“用电成本大大减少，我们可以利用节
约出来的成本进行再投资，增加生产线，扩大
生产规模。”杨帆说。

烟台供电公司严格落实疫情期间欠费不
停供政策，对全市约8万电力用户，缓收电费
近9千万元，并积极配合政府主管部门，落实
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政策，确保降价红利
有效传导至终端用户，增强降价政策的获得
感。对除高耗能行业外的一般工商业和大工
业用户，到2020年底前，按到户电费的95%收
费，预计全年为企业减少用电成本8.7亿元。
采取灵活性两部制电价政策，放宽暂停、减容
限制，为企业减少基本电费支出约0.4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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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反中乱港势力受到
极大震慑。这一小撮害群之马有的宣布“退
群”，有的则砌词诡辩，企图通过“变装上市”误
导香港民意、阻挠法律施行。观察近日香港反
对派一些人对香港国安法的歪曲、抹黑和攻击，
不难看出，这些“政治造谎机”吐出的还是站不
住脚的老腔调，“权谋黑手”玩弄的还是见不得
光的旧把戏。

且看他们的包装何其低劣、表演何其蹩脚——
其一，以曲解基本法诋毁香港国安法。
香港国安法生效后，乱港分子李柱铭先是

迅速“变脸”，自诩“一国两制”坚定捍卫者，随后
又耐不住本性登报声称，所有与特区相关事务
只能按基本法办，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

“均没有权为港制订任何法律，包括国安法”。
市面上的一小撮反中乱港分子也跟着叫嚣“撤
销国安法”。

李柱铭之流的言论刻意歪曲宪法和基本
法以及香港国安法之间的关系，存心把“一国
两制”的“经”念歪。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
研究中心主任周叶中指出，基本法根据宪法制
定，效力源于宪法；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香
港特区的宪制基础。全国人大涉港决定和香
港国安法是根据宪法出台的，二者均来自宪法
第31条的立法授权。

浑水摸鱼是反中乱港势力的老把戏，过去
常以“宪法管不到香港”为由明火执仗对抗中央

管治权，如今又如法炮制用于诋毁香港国安法，
企图误导舆论质疑立法的正当性、合理性。这
种“新瓶装旧酒”的招数违背基本法理，只会徒
增笑柄。

其二，用“司法独立”绑架宪制秩序。
香港国安法颁布后，香港法律界一些人跳出

来高声反对。他们喊得最响的，当属称行政长官
指定法官负责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将“损
害司法独立”，称应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决定审理
国安案件法官。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基
本法规定香港的政治体制是以行政长官为核
心的行政主导体制，香港国安法相关规定在宪
制高度上符合基本法的整体秩序。”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说，以“损害司
法独立”名义攻击香港国安法，本质上是扭曲
宪法与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企图凌驾
立法权和行政权搞“司法独大”。

自回归以来，香港法律界一些人始终不愿正
面理解和认同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特区的行政主
导体制，《东方日报》评论文章直言，攻击香港国安
法的所谓“法律观点”背后，“是政治取向的问题，
是人的思想和心态问题，是国家意识、国家观念的
问题”。

其三，炒作“以言入罪”制造恐慌。
移花接木、撒谎造谣是反中乱港势力在去

年“修例风波”中惯用的手段，这一次他们又故

技重施。香港国安法明确规定保护香港居民依
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却被他们污蔑成“举张白
纸也会被捕”；特区政府提醒“港独”口号涉嫌违
法，并公布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却被他
们贴上“打压言论自由”的标签；还有一些组织
和个人一边妄称“国安法已造成寒蝉效应”，一
边上演“呼吁国际社会声援”的苦情戏。

无怪乎有传媒人士看不下去，投书媒体说，
香港国安法针对的四类罪行并非一般人可以有
机会干犯，“若你不是搞‘港独’‘颠覆政权’就不
关你事！”连日来，香港社会有识之士纷纷站出
来，呼吁广大市民不要错信“揽炒”派政客的谎
言。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马恩国一针见血
地指出，反对派的言论是在“讲大话”（粤语意为
说谎），目的还是误导市民。

其四，用“泼脏水”煽动仇视国家。
针对依法成立中央驻港国安公署，香港一

些别有用心之人罗织谎言，与境外一些势力、政
客、媒体合谋，诬称公署可在港“随意抓人”。

事实胜于雄辩。香港国安法明定，驻港国
安公署只在三种特定情形下对极少数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正如南开大学
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兵所言，法
律已有严格规范，驻港国安公署定会严格依
法履行职责、依法接受监督，不会侵害任何个
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反中乱港势力就是妄想在香港社会制造新

一波“人人自危”的恐慌，蒙蔽对新法还有待深
入了解的市民，以毫无根据的谣言施以恐吓，进
而挑拨、煽动人们对抗中央、仇视国家。

瞒天大谎犹如风中的肥皂泡。连日来，反
中乱港势力利用掌握的媒体资源，不断散播“香
港已死”“‘一国两制’已死”等耸动言论，妄图再
次挑起恐惧和仇恨，幻想以此“围困”已然生效
的香港国安法。他们才是要扼杀香港、戕害港
人、破坏“一国两制”的毒手，香港社会已经愈加
看清他们的本性。

如今，越来越多香港市民从“修例风波”以
来的惨痛教训中意识到，只有筑牢国家安全屏
障，香港才能摆脱动荡和纷乱，重回良性发展
的正轨。香港研究协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显示，
66%的受访者“非常支持”及“支持”实施香港国
安法，63%的受访者支持设立中央驻港国安公
署，近 80%的受访者认为香港国安法实施不会
对香港造成负面影响。

国泰民安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短短十
天，香港国安法的积极效应已经显现。香港金
融市场保持稳定、交易活跃，各类市场主体通过
一系列理性决策为香港未来投下“信心票”。香
港正由乱入治，蒙尘的“东方之珠”正重新被擦
亮。反中乱港势力妄想阻挠香港国安法实施，

“新装”裱得再费心，“老调”唱得再卖力，都注定
落寞收场。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航海日，看总书记如何把脉“航运强国”

7月11日，“雪龙2”号停泊在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码头。当日是第十六个中国航海日，“雪龙2”号
首次停泊在黄浦江畔的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码头，参加面向公众的科普活动。“雪龙2”号是我国自主
建造的第一艘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于2019年7月交付使用。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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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中乱港势力抹黑香港国安法的
“新 装”与“老 调”

7月11日是第十六个中国航海日。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经济强国必定

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航运离不开港口。港口
的发展，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始终有着沉甸甸的
分量。无论是在福建、浙江、上海等地方工作期
间，还是到中央工作后，港口始终是他考察、关注
的重点之一。

在福建宁德任职时，习近平认为，沿海地区
要想富，要先建港；在浙江任职时，把港口作为全
省发展海洋经济的引擎，紧抓不放；在上海主政
时，把港口作为上海走向国际大舞台的支点，大
力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更广阔的
视野上对港口进行谋篇布局，规划航运强国建
设。他经常利用国内考察或是出访的机会，到港
口进行调研，指导工作：

2013年7月，考察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
2014年9月，在斯里兰卡考察科伦坡港南集

装箱码头并出席港口城开工仪式；
2016年1月，考察重庆市果园港；
2017年4月，考察广西铁山港；
2018年11月，考察上海时视频连线洋山港

四期自动化码头，听取建设和运营情况介绍；
2019年11月，在希腊访问期间参观了中远

海运比雷埃夫斯港项目；
2020年3月，考察浙江宁波舟山港穿山港

区……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考察调研有着怎样的

深意？

航运系国运

向海则兴，背海则衰。航运，始终是中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历史经验证明，强国的路径有多条，但通过
一个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国家地位的提升，这
在世界产业经济中是少见的，航运业就具有这样
的特点。尤其是当代一些国家的快速崛起，都离
不开航运的发展。

“强国”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的增长离不开贸
易，而贸易的最重要载体就是航运。航运业始终

处于国际市场的前沿，是国际经济走向的晴雨
表。作为全球贸易最主要的载体，航运至今仍然
是不可替代的。

中国的航运业起源于唐，兴盛于明，于晚清
开始衰败。近代的仁人志士都把振兴民族航运
作为梦想追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对
发展航运和海港作了专门论述。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航运事业开始新的拓荒。

如何做大做强航运，总书记一直记挂在心。
2013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武汉考

察，一下飞机就冒雨前往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
区调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江流域要加强合作，
充分发挥内河航运作用，发展江海联运，把全流
域打造成黄金水道。

今年3月29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
时刻，习近平前往浙江考察，第一站就来到宁波舟
山港。这不仅体现了他对复工复产的高度重视，
也凸显了港口对于当前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

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供应链、产业
链上的重要环节。而宁波舟山港又在共建“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
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这里率先恢复生产，对
推动我国企业复工复产、恢复物流体系、恢复全
球产业链都具有重要意义。

沿海港口率先全面复工复产。交通运输部
数据显示，5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同比增
长4.4%，6月继续保持增长态势，有力推动我国
经济复苏、恢复物流体系和维护国际物流供应链
稳定。

“海丝”通天下

港口是对外交流的纽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起点和支点。如何撬动港口这个支点，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
一个重点。

有两次对港口的考察，蕴含着特殊的意义。
一次在国内，一次在国外。

2017年4月，距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召开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汉代文化博物馆和铁山港。
合浦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大陆海岸

线最西端的起点，在2100多年前就成为了中外
通商往来的重要门户。

合浦博物馆里，陶器、青铜器、金银器、水晶
玛瑙、琥珀松石……一件件当地出土的文物，见
证了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始发港的历史。

在铁山港码头上，习近平总书记同职工们
亲切交谈。他强调，我们常说要想富先修路，
在沿海地区要想富也要先建港。他提出打造

“向海经济”，指出北海具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历史底蕴，我们现在要写好新世纪海上丝路
新篇章。

2019年11月，在访问希腊期间，习近平主席专
程前往位于雅典西南约10公里的比雷埃夫斯港，考
察中希共建“一带一路”的这一龙头示范项目。

习主席用这样一句话表达了他对比港建设
成果的赞许：“今天我在这里看到，中国倡议的

‘一带一路’不是口号和传说，而是成功的实践和
精彩的现实。”

习主席还对当地员工说：“你们把比雷埃夫
斯港建设好，就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者
和贡献者。”

“海丝”通天下，港兴续新篇。
我国港口已同世界200多个国家、600多个

主要港口建立了航线联系，港口作为“一带一路”
上的重要支点正在书写海上丝绸之路新篇章。

打造一流强港

加速建设世界一流强港，更好地服务国家建
设，是新时期建设航运强国的重要命题。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作出了部署。

2018年11月，他勉励洋山港建设者，要有勇
创世界一流的志气和勇气，要做就做最好的，努
力创造更多世界第一。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港
码头，了解港口码头作业和自动化设备运行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
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更好服务京津
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

2020年3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宁
波舟山港穿山港区考察时强调，要坚持一流标
准，把港口建设好、管理好，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强
港，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促进会统计，按重量计
算，海运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90%；按商品
价值计算，则占贸易额的70%以上。

目前，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年
造船产能达到6000万载重吨，全球第一；海运量
世界占比达到26%，全球第一；注册运力1.8亿载
重吨，全球第二；全球前20大货物吞吐量的港
口，中国占15个；全球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国
占7个。

我国海运航线和服务网络遍布世界主要国
家和地区，海运在促进世界经贸发展、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作为新时代的奋进
者、搏击者，中国航海人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新
的篇章。 新华社7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