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版式：崔旭川 电话:88516033 88516032 邮箱:tzrb@china.com

2022年8月6日 星期六3 时事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者朱 超）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4日指出，美方
有关涉台言论是典型的颠倒是非、贼
喊捉贼。当前台海局势出现任何紧
张，都是美方一手造成的。美方如果
真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最重要、最
关键的是，立即言行一致、不折不扣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遵守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

当日下午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美国务院不具名高官称，
中方不应以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访
台为由继续寻求改变涉台现状，如台
海局势在此访后出现任何升级或危
机，责任在中方。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美方有关言论是典型
的颠倒是非、贼喊捉贼，反映出美方

一贯的霸道、蛮横无理。
第一，什么是台湾问题的现状？

事实一清二楚、明明白白。那就是：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
一部分。两岸虽长期政治对立，但中
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
这是台海问题的真正现状。

第二，谁在制造台海危机？美方
和“台独”势力勾连挑衅，这是导致台
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近年来，民
进党当局放弃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企图倚美谋“独”。而美
方出于干扰遏制中国发展进程的战
略目的，不断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
国原则，企图玩弄“台湾牌”，以台制
华，不断提升美台接触水平，持续加
大对台军售。佩洛西冒天下之大不韪

窜访台湾，严重违反美国政府在台湾
问题上对中国政府作出的承诺，严重
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中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三，谁应该对台海紧张事态负
责？中方已经反复明确表明佩洛西窜
台的严重性、危害性，并明确指出由
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美方负责承担，
勿谓言之不预。但美国政府和佩洛西
唱双簧，一意孤行。美方恶意挑衅在
先，中方正当防卫在后。中国政府有
权采取一切必要正当行动，坚决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四，谁在改变台海现状？美方
以 25年前的错误先例为由为佩洛西
窜台狡辩，中方早已严肃指出，以前
的错误不能成为美方错上加错的借

口。中方绝不允许美方继续以“切香
肠”方式步步蚕食、虚化、掏空一个中
国原则，绝不允许美方以任何理由和
借口寻求逐渐改变台海现状。

“我愿再次强调，当前台海局势
出现任何紧张，都是美方一手造成
的，其根源都是佩洛西出于一己私
利，一意孤行，执意窜台，严重违背一
个中国原则。如果没有佩洛西窜台事
件，就不会走到今天的局面。”华春莹
说，对此，很多国家和很多媒体都有
十分清楚正确的认识，也都以不同方
式向美方提出了警告。

“美方如果真心维护台海和平稳
定，最重要、最关键的是，立即言行一
致、不折不扣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遵
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华春莹说。

外交部发言人——

美方有关涉台言论
是典型的颠倒是非、贼喊捉贼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美国国会
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

决反对执意窜台，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践

踏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
定。针对佩洛西恶劣挑衅行径，中方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对
佩洛西及其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

中方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实施制裁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针对美
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
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
地区，外交部 8月 5日宣布采取以下

反制措施：
一、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

通话。
二、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三、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
机制会议。

四、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五、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

六、暂 停 中 美 打 击 跨 国 犯 罪
合作。

七、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八、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

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

新华社杭州 8月 5日电（记者
夏 亮）在全民健身日即将到来之际，
浙江省体育局5日发布《2020年浙江
省全民健身发展指数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这也是浙江首次面向社
会发布全民健身发展指数。

指数评估设置“全民健身基础条
件”“全民健身参与程度”“全民健身综
合效果”三个一级指标，“健身场地”“健
身经费”等九个二级指标，“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全民健身综合满意度”等30
个三级指标，指标体系满分为100分。
调研覆盖了全省48个县（市、区），大数
据来自33768个问卷调查有效样本。

报告显示，2020 年浙江全民健
身发展指数得分为 80.69分，总体发
展状况较好。其中，湖州市全民健身

发展指数得分最高，为85.54分。报告
还显示，浙江的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
人数比例、国民体质合格率、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等核心数据居全国前列。

不过调研报告也显示，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多层次体育需求
与公共体育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矛
盾依然存在。浙江师范大学体育与健
康科学学院副院长李启迪表示，下一
步要统筹推进山区26县乡村全面振
兴，更加注重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建
设，开展多元化体育活动。

据悉，从今年起，浙江将每年发
布一次全民健身发展指数，以指数评
估引领与促进全省全民健身工作事
业发展，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

浙江发布全民健身发展指数

8月5日，观众在中国商飞
展厅参观。

当日，第五届中国国际工
业设计博览会在武汉国际博览
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展览面
积达 3 万平方米，参展商超过
300家。

新华社记者熊 琦摄

第五届中国国际第五届中国国际
工业设计博览会开幕工业设计博览会开幕

（上接第一版）

试点先行，基层单元遍
地开花

连日来，东城街道人大代表联
络站宾客如云，除了区内各乡镇（街
道）人大，还有椒江区、台州湾新区
等区外人大，他们都有同一个目的：
学习交流东城人大的基层单元建设
经验。

宽敞明亮的大厅、干净整洁的环
境、数字化演示屏、代表风采墙、代表
接待室等功能区块一应俱全。这个位
于黄岩老城区繁华地段的高颜值“五
星级”人大代表联络站，推门便是人
来车往，选民们也习惯性地挎着菜篮
子到站里和代表聊琐事、提建议、话
发展。

作为浙江省首批人大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基层单元培育对象之

一，东城人大以“六访六促六为”助
推共同富裕、“这里民意通、你呼我
有应”牵手行动为载体，突出网格资
源重整，以“网格+站点、代表、网络”
的“网格+”模式，深化基层单元与人
大监督的参与度、与社会治理的结
合度，真正把基层单元打造成人大
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的通道接口，做
实代表履职文章。

按照试点先行、分批培育、全面
推开的原则，今年以来，黄岩区人大
常委会扎实做好东城、头陀两个省
级试点单元的培育工作，推动联络
站硬件改造、软件升级、制度重塑、
功能拓展、活动提效、数字赋能，打
造“升级版”的代表联络站和线上线
下、多跨协同的基层单元，实现代表
联系群众“零距离”。同时，梯次推进
全区代表联络站的基础提升工作，
推动宁溪、西城、澄江、院桥等 6个联

络站“下楼出院”，并配备专职工作
人员，确保基层单元实现全天候开
放、零距离服务。

东城联勤“微网格”共建、头陀
“亮身份、树形象”工作法、宁溪共富
家园……在原先联络站“一站一品”
的基础上，一批各具特色的基层单元
在橘乡“遍地开花”。

数字赋能，基层单元建
设添亮色

数据一屏展示、场景一屏透视，
头陀镇人大代表联络站的数字化驾
驶舱上，主题活动、民情民意、民生实
事等人大工作动态信息一目了然，实
现对民情民意、事项进度等的动态感
知、有迹可循。

以省人大应用平台为基础，今
年，黄岩区人大常委会自主开发“人
大‘回音必’”数字化应用，拓展民意

集处、立法监督、主题活动、督政议
事、民生实事等功能运用，形成畅通
意见处理反馈的高速平台。头陀人大
的数字化驾驶舱是目前完成开发的
包括区联络总站、东城人大联络站的
三个分站之一。

自5月份启动“基层单元”培育工
作以来，黄岩区人大以数字化改革为
牵引，立足省人大基层单元共同模块
应用，蹄疾步稳开发建设人大代表联
络站应用场景。短短数月，完成人大

“回音必”立项，上线试用民情民意交
办等场景；同时，聚焦人大财经监督
关键职能，开发上线人大政府重大投
资项目监督“e键通”，以便管好政府

“钱袋子”。
下阶段，黄岩区人大常委会将不

断提升场景的使用率、覆盖面和活跃
度，真正做到用起来、跑起来。同时加
大投入，统一设计推广使用基层单元

“数字屏幕”，最终构建起“一屏一端
两码五应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
单元数字实体场景。

推进迭代升级 扬帆数字蓝海

（上接第一版）
工会“爱心托班”以用人单位自

办、合办，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
合作等方式，招收幼儿园、小学阶段
的职工子女。除日常照看外，还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文体活动和学生兴趣
拓展。

据悉，临海市今年已陆续开设20
个工会“爱心托班”，惠及 500余名职
工家庭子女。

户外职工驿站为一线
职工送清凉

连日来，我市连续出现高温晴热

天气。烈日下，临海各区域的户外职
工驿站，成了户外劳动者纳凉避暑的
好去处。

“我们可以在驿站喝水、热饭、休
息，给手机充电，下雨了还能躲雨，真
的很方便。”在临海市古城街道塘头
路户外职工驿站休息的环卫工人刘
师傅开心地说。

据悉，类似这样的户外劳动者驿
站，在临海共有 42家，其中 2家获评

“全国最美驿站”。
此外，“夏送清凉”是临海市总

工会坚持十几年的品牌活动。今
年，该工会组成 5 个慰问组，深入

一线慰问省重点工程建设者、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高温作业场所和其
他露天作业场所职工，通过慰问督
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维
护广大职工权益。目前，累计已送
出慰问金额达 30 多万元，惠及 5 万
多名职工。

工资集体协议提高职
工获得感

近日，临海市总工会召开临海市
互联网行业联合工会劳动权益保障
及集体协商会议，指导企业和职工双
方就职工工资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

制、能级工资、福利进行集体协商。经
集体协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
集体协议，成为台州市新就业形态领
域首份“能级工资”集体协议。

“第一次以这样的协商方式争取
自己的合法权益，我感到很暖心，工
会组织不愧是真心实意服务职工的

‘娘家人’。”刚加入互联网行业联合
工会的影视从业者赵兴标说。

“互联网行业联合工会的成立
和集体协商工作的同步开展，不仅
有力保护了互联网行业职工的合法
权益，更增强了互联网从业人员的
职业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不断提
高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临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董先米说。

专心服务提升职工获得感

“我们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
务，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
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了未
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
动纲领，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团结一致向前进，坚定不移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团结才能胜
利，奋斗才会成功。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小小红船
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经千
难而百折不挠、历万险而矢志不渝，书写了中华民
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和人民取得的一
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
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
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
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集中力量
实施脱贫攻坚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
会；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统筹经
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在斗争
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我国发展
和安全主动权……10年来，我们遭遇的风险挑战风
高浪急，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们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砥砺奋进，一仗接着
一仗打，经受住了多方面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历史和实践已经并
将继续证明，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能团结
奋斗的民族才有光明前途，能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
立于不败之地。

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
团结，依靠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
斗。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
十分重要的大会，要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将科学谋划
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
任务和大政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明确宣示
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
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对团结和激
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未来5年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搞
好这5年的发展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
关重要。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凝聚起全体人民智慧
和力量，激发出全社会创造活力和发展动力，万众一心、团结奋斗，以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
时期。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历史告诉我们，团结是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
要保证。当此船到中流、人到半山之时，正需要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
的力量。只要14亿多中国人民始终手拉着手一起向未来，只要9600多万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与人民心连着心一起向未来，我们就一定能在新的赶
考之路上继续创造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

团结奋斗是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我们靠团结奋斗
创造了辉煌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
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全力办好自己的事，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在新
的伟大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人民日报8月6日评论员文章）

—
—

论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省
部
级
专
题
研
讨
班
上
重
要
讲
话

团
结
才
能
胜
利
，奋
斗
才
会
成
功

新华社南京8月5日电（记者李
秉宣 韩学扬）8月 5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继续在台岛
北部、西南、东部海空域进行实战化
联合演训，检验提高战区部队联合
作战能力。

东部战区海军 10 余艘驱护舰
艇在台岛周边海域展开联合封控，
连续组织昼夜间模拟对陆打击、综
合攻防、联合反潜等实战化演练，提
升舰艇核心作战能力。多艘护卫舰、
导弹艇和多个机动岸导火力单元对

海上重要目标实施火力追瞄，展开
模拟突击。

东部战区空军多波次出动歼
击机、轰炸机、预警机、电子侦察机
等多型战机赴台岛周边实施侦察
预警、制空作战、支援掩护、空中打
击等实战化演训任务。东部战区陆
军远程火力、火箭军常规导弹任务
部队继续保持备战状态，遂行支援
策应任务。

各任务部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随时准备应对一切突发情况。

东部战区继续
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开展实战化联合演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