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进党当局“倚美谋独”死路一条

谁是买单者和受害人

美国霸权的阴险盘算不可能得逞

国防部

美方近日接连宣布
对台军售计划，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大陆专
家受访表示，美国打“台
湾牌”步步升级，不断将
台湾推向遏制中国大陆
的最前线。民进党当局主
动配合美方从事这种肮
脏交易，拉高台海危险系
数，严重损害台湾民众利
益福祉，只会给台湾带来
灾祸。对这种严重挑衅行
径，必须高度警惕，采取
有效反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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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预期寿命增加1岁，摘掉乙肝
大国帽子，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
比重为新世纪最低水平……

“十三五”时期，我国全力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
为中心转变，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框架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覆
盖全民，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整体实力显
著提升。

4年提高1岁！健康中国
建设开局良好

“从 2015 年到 2019 年底，我国居
民人均预期寿命从76.3岁提高到77.3
岁。‘十三五’期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
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28日在国新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郑重宣布了这
一振奋人心的信息。

4年提高1岁！遥想新中国成立之
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不到
现在的一半。回眸“十三五”，我国极端
重视人民卫生健康工作。2016年全国卫
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八届五
中全会作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
大决策。党的十九大把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提升到国家整体战略层面统筹谋划。

为了让群众“活得更长”，于学军介

绍，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
从 2015 年的 29.3%下降到 2019 年的
28.4%，为新世纪以来最低水平。围绕
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我国开
展了 15 个重大专项行动，努力促进人
民群众不生病、少生病。

为了让群众“活得更好”，我国基本
医保参保覆盖面稳定在95%以上，基本
药物数量由 520 种增加到 685 种。同
时，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更
加注重工作重心下沉和资源下沉，努力
满足群众多样化、差异化健康需求。

2019年，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
刀》发布中国专刊，收录了14篇文章，
从健康中国和公共卫生的角度总结梳
理中国经验，充分肯定了中国在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高度赞赏
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的成绩。

医改攻坚，直面世界性
难题

医改，一道世界性的难题。党的十
八大以来，不断推进的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为14亿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十三五”时期，我国继续将深化医改纳
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统筹推进，
特别是围绕群众反映突出的“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持续攻坚，取得积极成效。

“看病难”方面，“十三五”主要抓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均衡配置工作。
考虑病种流向等因素，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在8省有序开展试点，84%的县级医
院已经达到二级以上的医院水平。
2019 年全国县域内常见病、多发病就
诊率已经达到90%左右。

在浙江，电子健康卡和电子社保卡
融合成“一卡通”，小小的改变就把病人
到医院就诊环节从8个减到3个，交费
排队大幅减少。

持续增强群众“看病获得感”，而今
“互联网+医疗健康”让医疗服务尽显
“科技范儿”！

国家卫健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介
绍，截至2019年底，258个地市实现区
域内就诊一卡通。目前全国已经有900
家互联网医院，远程医疗协作网覆盖所
有的地级市2.4万余家医疗机构，5500
多家二级以上医院可以提供线上服务。
二级以上医院普遍实行预约诊疗、就诊
导航、移动支付等线上服务。三级医院
预约诊疗率超过50%。

“看病贵”方面，“十三五”着力以降
低药价为突破口。首批 25 个试点药品
中选价格平均降幅达到52%，随后又扩
大到全国，第二批中选药品价格平均下
降53%。对进口抗癌药等实施零关税。
全部取消药品和耗材加成。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逐年提高。

加大重大疾病防控，公共
卫生整体实力再上新台阶

抗击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我

国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这让各方更加
深刻认识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预防和
控制重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对于保障
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

“抗疫实践证明，我国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
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以及重大疫情防控
及应急管理体系总体上是有效的。”于
学军说。

2016 年至 2020 年国家累计安排
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达到1415 亿元，支
持包括像疾控中心建设等 8000 多个
公共卫生的医疗项目，比“十二五”总投
资增加了23%。基本建立了以疾病预防
控制、应急救治、卫生监督等专业的公
共卫生机构为骨干，覆盖全民的公共卫
生服务体系。

不仅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十三
五”期间我国还成功应对了像甲型
H1N1流感、H7N9、埃博拉出血热等突
发疫情，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显著下
降。此外，中国摘掉乙肝大国帽子。
2019 年 重 大 慢 性 病 过 早 死 亡 率 比
2015年降低10.8%。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十三五”时期，我国把健康融入所有
政策，卫生健康事业整体实力显著提
升，成果来之不易。迈向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卫生健康事
业将朝着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阔步前进。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中国国
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和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9日在北京联合举办《责任与担
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跨国公
司》一书首发式。

该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集
思广益聚智慧”，主要精选了部分跨国
公司面对疫情的思考与建议；第二部
分“抗击疫情在行动”，主要收集整理
了部分跨国公司在疫情面前表现出的
社会责任与担当。

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特邀副
会长李金章在致辞中说，面对疫情，许
多跨国公司没有却步，取而代之的是
更为坚定的信心：认为中国经济基本
面和长期向好趋势不会因疫情改变，
为外资创造良好条件的综合竞争优势
也不会改变。跨国公司参与和见证了
中国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为
中国经济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

外国商会的主要负责人和跨国公
司代表等40多人出席活动。

《责任与担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的跨国公司》首发式在京举行

从“活得长”到“活得好”
——“十三五”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整体实力显著提升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蔡
矜宜 通讯员 匡元清）今天上午，湖南
省第十届老年人运动会（以下简称“老
运会”）在长沙正式启动，赛事将分别
在长沙、株洲、衡阳、邵阳、岳阳、益阳、
郴州和娄底8个城市举行。

本届运动会，共设门球、气排球、
柔力球、乒乓球、飞镖、钓鱼、桥牌、地
掷球、象棋、健身球操、太极拳（剑）、广
场舞等13个竞赛项目。

据介绍，原定于今年 4 月至 11 月
举办的第十届老运会，受疫情影响而
推迟。随着疫情好转，经赛事组委会
决定，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赛事活
动将有序展开。其中，门球、气排球、
柔力球等8个项目将推迟至2021年上
半年举行。

本届赛事由省体育局、省老龄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湖南省委老干
部局、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

湖南省第十届老年人运动会启动

湖南日报10月29日讯(记者 蒋
茜 通讯员 欧阳勤 刘丰鹏)10 月 28
日，2020 年全国射击锦标赛（飞碟项
目）暨奥运会选拔赛在山西省临汾
市落下帷幕，来自全国 22 支代表队
的 220 名运动员在这里展开了男女
飞碟双向、多向及多向混合团体等
多个项目的争夺。21 岁的永州小将
欧阳一流与队友舒彦雄、周昊并肩
战斗，以 353 中的成绩获得男子多向
混合团体第 2 名。

欧阳一流2012年开始在永州市体
育学校从事射击专业训练，2013 年进
入省射击队，2016 年入选国家队接受
训练，曾荣获省运会、省锦标赛多项冠
军和世界射击锦标赛第3名。

国家飞碟射击队领队刘闯表示，
本次锦标赛涉及明年全运会的席位，
也涉及下一步国家队参加奥运会的选
拔，每个项目将选拔6名运动员进入国
家队备战明年的东京奥运会。欧阳一
流很有希望代表中国队出战奥运会。

永州射击小将欧阳一流奥运选拔创佳绩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我国
陆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巨大，但在以
往研究中被严重低估——中国科学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刘毅团队的这项研究
成果29日由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发表。研究团队认为，基于大气温室气
体浓度计算排放通量的方法体系将为
我国“碳中和”核算和国际谈判提供有
力的科学依据。

生态系统吸收二氧化碳的固碳对
“中和”碳排放贡献巨大，但是如何定
量评估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基于大气浓度计算碳收支是计算
净排放量的有效办法，观测大气中二
氧化碳浓度变化是定量评估地表二氧
化碳净通量的重要手段。刘毅团队研
究发现，2010 年至 2016 年，我国陆地
生态系统年均吸收约 11.1 亿吨碳，吸
收了同时期人为碳排放的 45%。研究
还发现，我国重要林区，尤其是西南林
区以及夏季的东北林区对此作出主要
固碳贡献，这也是我国近40年来对恢
复天然森林植被、加强人工林培育巨
大投入取得的成果。

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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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小学生在参加短跑比赛。当天，为期5天的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第二附属小学2020年第六届秋季阳光运动节开幕。本次运动节设置
了跳绳比赛、男女50米预决赛、跳高、跳远、亲子运动会等趣味比赛项目，
旨在培养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爱好和坚持锻炼的习惯。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刘登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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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美国对台军售：

肮脏的交易与危险的挑衅

对美方密集批准高额对台军售
计划，外交部、国台办、国防部发言人
均作出严正回应，强调美国向台湾地
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
公报规定，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
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
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和台海和平稳定。

专家提醒，美对台军售频率增加、
力度加大，突破提供“防御性武器”的
限制，不仅违反美方对中方所做的国
际承诺，违背国际道义，而且强行将安
全风险、经济代价往台湾老百姓身上
压。美国抓住美台军事联系大做文章，
推出巨额对台军售，一方面是消费台
湾，榨取丰厚利润，一方面利用台湾，

令其充当台海一旦生事的炮灰和遏制
中国大陆发展的马前卒。

北京联合大学台研院教授朱松
岭分析说，美国政府以巨额对台军售
向美军火商输送利益，向反华亲台势
力示好。眼下美国大选临近，国内疫
情仍未有效控制，猛打“台湾牌”意在
借遏制中国大陆转移焦点，骗取选
票。“这门生意建立在升高台海战争
风险之上，很不道德。”

南京大学台研所所长刘相平指
出，美国把台湾推到对抗中国大陆最
前线，“军售牌”愈打愈烈，尤其售台
武器攻击性增强，向大陆进一步挑
衅，这无法改变两岸军力对比，但对
台海和平却构成极其危险的挑战。美
方向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

错误信号，将台海局势推向高危，是
真正的“麻烦制造者”。

美对台军售变本加厉，“战争贩
子”面目暴露无遗。但是，正如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谭克非所说，台湾问题事
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攸关中方核
心利益。如果美方无视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食言背信、执意妄为，中方必将
予以坚决回击。专家指出，美方切莫低
估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
权、领土完整的意志、决心和能力。中
方对参与此次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等
实施制裁，正当且必要。

“美方想挑动两岸中国人内斗而
从中渔利，是打错了算盘，不要指望
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核心利益的苦
果。”刘相平说。

美接连抛出对台军售计划，民进
党当局异常兴奋，台防务部门甚至扬
言，军售计划中“两项飞弹与火箭都
可打到大陆沿岸”。对此，国台办发言
人朱凤莲表示，这充分印证“台独”分
裂势力及其活动是台海和平稳定的
现实威胁。民进党当局公然对大陆进
行赤裸裸的军事挑衅和威胁，不自量
力，自取灭亡。

蔡英文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
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政治基础，更持续勾连外部势力，加
紧谋“独”挑衅。专家直言，民进党当局
和“台独”势力想在美“以台制华”阴谋

中装进自己“倚美谋独”的算计，做着
挟洋自重的迷梦，但抱美国大腿、买美
国武器真能壮胆吗？

“从经济和军事实力对比看，大
陆全面‘碾压’台湾，形成压倒性优
势。大陆有坚强决心和足够能力，一
举粉碎‘台独’图谋。民进党当局妄想

‘以武谋独’，实属螳臂当车。”刘相平
说，民进党当局拿台湾人民生命安全
和利益福祉当政治筹码，充当美国反
华马前卒为其火中取栗，正将台湾绑
上“烈火战车”。

“买再多武器，也改变不了两岸
军事对比和祖国统一大势。”朱松岭

说，民进党当局通过军事演习、叫嚣
“不惧战”和炮制所谓民调等方式，在
岛内煽动敌视大陆的民粹，只为了维
系自身权位。“以武拒统”的挑衅已导
致台海战争风险日增，再不悬崖勒
马，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留给自
己的只有死路一条。

如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所说，勾连
外部势力搞“台独”，是在走危险的独木
桥，脚下是万丈深渊，梯子在别人手里，
随时都有可能粉身碎骨。受访专家则指
出，大陆有信心也有能力牢牢把握两岸
关系主导权主动权，民进党当局根本没
有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本钱。

民进党当局拿台湾百姓血汗钱
向美国霸权交“保护费”，台湾民众成
为一桩桩政治交易的买单者，也是危
险挑衅的受害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
莲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以武谋
独”，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给台湾民众带来更大祸害。

总称“大陆矮化台湾”的民进党

当局，为求美国支持，毫不掩饰地自
我矮化，不惜出卖台湾利益。刘相平
说，之前强行宣布开放含瘦肉精美国
猪牛肉进口，就是牺牲百姓利益的明
证，现在又斥巨资军购，拿民脂民膏
去讨好美国。民进党当局对美方的要
求，哪怕再不符合台湾利益，也笑脸
相迎，逼台湾百姓吞下苦果。

“民进党当局搞‘凯子军购’，美
国又强买强卖，台湾百姓要为此买
单，还得担惊受怕，承受美方和民进
党当局联手挑衅可能带来的战祸。台
湾同胞应擦亮眼睛，看清民进党当局
和美国霸权的肮脏算计，拒绝成为牺
牲品。”朱松岭说。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针对美
方称“猎狐行动”非法，有8人因参与其
中被起诉、5 人已被捕，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29日表示，中国执法机关严格
根据国际法开展对外执法合作，充分
尊重外国法律和司法主权，有关行动
无可非议。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
误，承担国际责任，不要沦为犯罪分子
的“避罪天堂”。

汪文斌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
打击跨国犯罪、开展国际追逃追赃是
正义事业，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
国执法机关严格根据国际法开展对外
执法合作，充分尊重外国法律和司法
主权，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有关行动无可非议。“美方无视基本事
实，别有用心对中方追逃追赃工作进
行污蔑抹黑，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切
实履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
约的义务，承担国际责任，不要沦为犯

罪分子的‘避罪天堂’。”他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针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副助理波廷杰近日指责中国统一战
线工作，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9日说，
蓬佩奥、波廷杰之流拿中国的统战工
作说事，目的是抹黑中国政治制度、破
坏中美之间正常交往与合作，他们的
图谋终究不可能得逞。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
问时，汪文斌说：“蓬佩奥、波廷杰有关
言论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是对中方的
恶意诽谤。”

他表示，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国党
和政府一贯主张尊重世界不同文明包
容互鉴，促进世界各国“和谐相处、合
作共赢、和平发展”。通过团结广大海
外侨胞和留学生，充分发挥他们融通
中外的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中国与世
界各国开展正常民间人文交流、发展
友好关系。中方胸怀坦荡，光明磊落，
无可非议。

美妄称“猎狐行动”非法

中方敦促美方勿沦为“避罪天堂”

新华社北京10
月 29日电（记者梅
世雄）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吴谦29日在
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中国人民
解放军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挫
败任何形式“台独”
分裂势力的能力始
终都在，意志坚定
不移。

有记者问，有
媒体近日报道，为
震慑“台独”，解放
军又有新动作，歼-
20战机现身距台湾
仅 500 公里的浙江
衢州机场，东风-17
高超音速导弹部署

东南沿海。请予以证实并评论。
吴谦说，武器装备的具体部署

地点事关军事秘密，但我可以告诉
大家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挫败任何形式

“台独”分裂势力的能力始终都在，
意志坚定不移。在此，我要正告那些

“台独”分裂分子，搞对抗没有出路，
以武谋“独”更是死路一条。不要试
图螳臂当车，否则只能是自取灭亡。

新华社北京10
月29日电（记者梅
世雄） 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吴谦29日在
国防部例行记者会
上说，中方就加拿
大军舰过航台湾海
峡向加方提出严正
交涉。

有记者问，据
媒体报道，加拿大
防长本月称，北约
需要“监视”中国
的活动，因为中国

“在南海的表现令
人担忧”；另据台
湾媒体报道，加海
军导弹护卫舰在中
国国庆期间过航台
湾海峡。请问发言
人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加拿
大与南海地区远隔
万里。作为一个域

外国家，加方发表不负责任的言
论，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这种表
现确实令人担忧。我们也提醒加
方，在鼓噪监视他国之前，先认真
审视一下自己。

吴谦表示，关于加军舰高调过
航台湾海峡并在过航期间采取挑衅
性的行为，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友
好的表示。中方已向加方提出严正
交涉。毫无疑问，这使得原本已困
难的中加两国两军关系雪上加霜。
我们要求加方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谨言慎行，以免危害中加共同利益
和地区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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