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党的领导

强化资金保障

提升政策效果

一 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二 强化创业带动作用，放大就业倍增效应

三 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增强就业保障能力

四 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七项重点任务

五 推进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六 优化劳动者就业环境，提升劳动者收入和权益保障水平

七 妥善应对潜在影响，防范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

五方面完善支持保障措施

鼓励探索创新

认真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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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病毒溯源
必须秉持科学精神”
■ 人民日报记者 苑基荣

8月25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视频会议方
式举办新冠病毒溯源吹风会，来自埃及、突尼斯、巴
勒斯坦、伊拉克等13个阿拉伯国家的28个政党和
组织领导人出席。代表们在会上踊跃发言，原定两
个小时的吹风会持续了3个多小时。

巴勒斯坦法塔赫革命委员会委员、巴医疗卫生
服务总干事乌萨迈·纳贾尔首先发言。他谴责了美
国借病毒溯源问题搞政治操弄的行径，强调科学溯
源的重要性。纳贾尔表示，中国为全球抗疫合作作
出重要贡献，尤其是为欠发达国家抗击疫情提供支
持，彰显人道主义精神。

也门—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胡拉尼表示，美国政
府将病毒溯源这一专业任务交给情报部门，证明其
目的不是搞清楚病毒的来源，而是捏造证据、编造谎
言，为所谓“实验室泄漏论”寻找“佐证”。胡拉尼认
为，世界各国必须齐心协力，加强合作，通过科学方
式开展病毒溯源。

也门改革集团党议会党团主席阿布杜·拉扎克
表示，也门支持中国在病毒溯源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坚决反对病毒溯源政治化。

“美国不关心全球抗疫，却将病毒溯源作为攻击
中国的手段，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做法，科学溯源和
调查才是正确的方式。”叙利亚复兴党中央领导机构
成员马赫迪·达哈莱·阿拉指出，中国是全球共同抗疫
的重要贡献者，感谢中国为叙利亚提供的抗疫援助。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政治局委员巴蒂斯·
布鲁兹尼表示，该党始终坚决反对病毒溯源政治化，认
为“开展病毒溯源必须秉持科学精神”。阿尔及利亚尊
严党主席穆罕默德·达维表示，美国以“有罪推定”的方
式抹黑中国，所谓指责毫无科学依据。

埃及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萨拉赫·萨尔维表示，美
国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真正目的是服务自身利益，
此举违背科学精神，这种政治图谋注定失败。

约旦共产党副总书记尼德勒·穆迪亚表示：
“病毒溯源政治化破坏全球抗疫合作，是人为设
置障碍。”

“科学抗疫、科学溯源才是正确途径，只有这样
才能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抗疫。”毛里塔尼亚争取共和
联盟副主席叶海亚·艾哈迈德·瓦格夫说。

（原载《人民日报》2021年8月27日 第16版）

“美国持续20年试图将西方民主
模式强加于阿富汗的努力宣告失败。”
连日来，在美国各界对阿富汗政策的反
思中，这种声音尤为响亮。当长达20
年的阿富汗战争走到尽头之际，人们更
加清楚地看到，美国声称要为阿富汗植
入的美式民主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美
国强推“民主改造”不符合实际，最终只
会自食恶果。

美国政治精英曾就“民主改造”阿
富汗发出诸多“豪言壮语”，如今这些话
只会让他们自己尴尬。20年前，发动阿
富汗战争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直言：“我
们在帮助阿富汗人民建立一个自由社
会方面有战略利益”。在回应美国国会
有关是否在阿富汗进行“国家重建”的
质询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前负责人彼得
雷乌斯回答：“我们的确是”。《华盛顿邮
报》在采访大量美国外交官、军事官员
和援助人员后指出，“华盛顿愚蠢地试
图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阿富汗”，想要
把一个美式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
济”强加给阿富汗。20年后，美国“民主
改造”计划失败已成定局，美领导人又
堂而皇之地以所谓“美在阿政策目标不
是重建”为自己开脱，将美国输出美式民

主的虚伪与不负责任暴露得更加彻底。
美国试图在阿富汗移植美式民

主，但其自始至终搭建的是毫无现实根
基的海市蜃楼。在政治架构方面，美国
妄图打造一个“第三世界版的华盛顿”，
完全无视这种政治安排与阿富汗历史
文化和国情毫不相符。在社会治理方
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顾问“通过观
看电视节目来学习如何在阿富汗开展
警务工作”，民政团队“通过幻灯片演示
文稿被大规模组建出来”，在落实项目
时完全不顾当地情况。在经济政策方
面，美国官员承认，能够帮助阿富汗逐
步摆脱贫困的经济政策，如适当的价格
管控和政府补贴等，从来没有被他们考
虑在内，因为这些措施与资本主义不相
容。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一针见血地

指出，从本质上讲，美国政府一直试图
将阿富汗强行塞进一个它无法适合的
盒子里。

据美国媒体测算，20年来美国为
重建阿富汗拿出的资金，经通胀调整
后，甚至比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还要
多。投入如此巨大，却难以避免失败，
这一苦涩现实无疑是对美式霸权的莫
大反讽。“我们对阿富汗缺乏根本的了
解”“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把一个国家的
经验直接应用到另一个国家”……许多
参与阿富汗“重建”的美国官员认为，美
国向阿富汗输出民主失败，归咎于傲慢
自大和自欺欺人。

历史早已反复证明，把外来模式
生搬硬套到历史文化和国情截然不同
的国家，必然要遭遇水土不服，最终难

以立足。在这方面，美国的教训非常
多。然而，美国政客至今无法摆脱输出
美式民主的冲动。他们有一种自以为
是的“文明优越感”，将民主视为美国的

“专利”。他们以为打着“民主”的旗号，
就可以任意践踏国际规则，干涉他国内
政，甚至发动战争，达到维护美国霸权
的目的。正是这样的心理，让美国一次
又一次重复自己的错误。

民主没有固定模式，更不能先入
为主、越俎代庖。美国应真正从强推

“民主改造”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如
果美国继续在输出美式民主的死胡
同莽撞前行，其在阿富汗遭遇的失败
不会是最后一次。

（原载《人民日报》2021年 8月
27日 第16版）

强推“民主改造”只会自食恶果
——二十年阿富汗战争给美国的警示②

歪曲污蔑抹杀不了
中国抗疫成绩
■ 张璟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在抗击疫情的
具体措施和价值观方面多次歪曲事实，攻击抹黑中
国。不过，这些行径无法抹杀中国的抗疫成绩。

美国政客将病毒源头“甩锅”中国，攻击中国抗
疫政策侵犯人权，污蔑中国搞“疫苗外交”，将病毒溯
源政治化，还上演了靠“排名”战胜疫情的闹剧。美
国彭博社在对53个经济体进行抗击新冠疫情复原
能力排名时，忽略疫情控制最具说服力的每百万人
口中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数据，甚至将执行封锁
和出入境防疫管理政策视为负面因素，将美国排在
全球第一位，而中国排在第八位，让人大跌眼镜。这
样的评估不尊重事实，不尊重生命，也严重违背抗击
疫情的科学逻辑。

歪曲污蔑掩盖不了事实。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始终
本着公开、透明、负责的态度，对内采取全面且彻底的科
学防疫措施，对外积极配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为新冠
病毒溯源作出巨大贡献，尽显大国担当。

中国践行了生存权和健康权是首要人权的理
念，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抗疫的指导思想。中国政府
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充分保
障全体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等最基本人权。中国对
新冠肺炎患者不分年龄、性别、职业，不惜一切代价全
力救治。这种无差别的救治既是对生命的最大敬重，
也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的最有力诠释。

中国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用实际行动践行
构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及时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并同
世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疫苗研发成功后，
中国克服自身大规模接种带来的挑战，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大量疫苗；主张深化疫苗国际合作，确保疫苗
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呼吁疫苗成为
全球公共产品。

疫情还在肆虐，保障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是根本
前提。中国严格、高效的防疫举措，为全球合作抗
疫树立了榜样，国际社会需要以团结合作之力直
面挑战、迅速行动。中国政府的抗疫成绩和为全
球经济复苏作出的积极贡献有目共睹，任何人也
无法篡改和抹杀。

（原载《经济日报》2021年8月26日 第3版）

近来，阿富汗局势发生重大变
化。美军仓促撤离造成的混乱，成为
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留给世人的最
深刻记忆之一。美国对阿政策的战略
性失败充分说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不得人心。

20年阿富汗战争显示，美国“新干
涉主义”注定不可能成功。2001年10
月，美国以反恐为名带领盟友入侵阿富

汗。20年来，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历史
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不仅给美国带
来旷日持久的巨大消耗，更是给阿富汗
人民带来深重灾难。20年来，美国付
出了2400多名军人死亡和超过2万亿
美元的代价，不但没有完成“反恐”目
标，反而导致“越反越恐”，在阿富汗的
恐怖组织从个位数增加到20多个。“失
败”成为西方国家政要和媒体评论阿富
汗战争的高频词。美国《华盛顿邮报》
在反思阿富汗战争时说：“我们曾经相
信，可以用武器和金钱来改造世界。我
们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我们的方案
并不是建立在可行或可持续的基础之
上。”

20年阿富汗战争显示，美国的作

用是破坏而不是建设。20年来，10多
万阿富汗平民在美军及其盟军的枪炮
之下伤亡，1000多万人流离失所。阿
富汗战争平均每天造成 6000 万美元
损失，严重拖累阿经济社会发展。长
年战乱导致阿富汗经济凋敝，造成约
72%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
率高达 38%。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
穆罕默德·达内什乔说：“阿富汗人对
美国很失望，因为他们只留下了战
争、破坏和贫困。”美国领导人那句“美
在阿政策目标不是重建”既是自我解
嘲，却也恰如其分：无论是伊拉克、叙利
亚，还是阿富汗，美军所到之处，留下的
都是动荡分裂、家破人亡。

20年阿富汗战争再次证明，试图

将特定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民族和文
明不可能长久，用强权及军事手段解决
问题，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多。英国政治
和国际关系分析师汤姆·福迪强调，阿
富汗惨败暴露了美国天真的想法——
靠民主、美元和枪支解决世界问题是错
误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西方国家
为阿富汗带来和平和民主的努力失败
了，必须从中吸取教训。

美军仓促从阿富汗撤离，进一步
重创美国的国际信誉，引发盟友的质疑
与批评。法国《费加罗报》指出：“欧洲
人将为美国的失败付出高昂的代价。”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当美军开始对
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时，英国和其他北
约部队也加入其中。20年后，美国的

撤军让北约盟国除了跟着撤军以外几
乎别无选择。这给北约造成双重打击
——它既暴露了北约对美国的依赖程
度，也让人怀疑美国未来是否愿意向其
盟友提供支持。美国《纽约时报》认为，
美国的盟友通过阿富汗的事例更加明
白美国是“靠不住的”。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又有其
相似性。从越南战争到阿富汗战争，美
国似乎在重复自己的历史。美国应该
从一次次相似的溃败场景中，深刻反思
其动辄军事干预、穷兵黩武的政策，停
止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肆意干涉
他国内政，破坏他国和地区和平稳定。

（原载《人民日报》2021年08月
26日 第17版）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得人心
——20年阿富汗战争给美国的警示①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国务院
日前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指出，“十四五”时期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
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
发展和安全，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就业为主要目标，深入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健全有利于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完善政
策体系、强化培训服务、注重权益保
障，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努力提
升就业质量，着力缓解结构性就业
矛盾，切实防范和有效化解规模性
失业风险，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促
进就业的基本原则，即坚持就业导
向、政策协同，坚持扩容提质、优化结
构，坚持市场主导、政府调控，坚持聚
焦重点、守住底线。《规划》提出，到
2025年，实现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就
业质量稳步提升、结构性就业矛盾有
效缓解、创业带动就业动能持续释
放、风险应对能力显著增强等目标。

《规划》提出七项重点任务。一
是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不断扩

大就业容量；二是强化创业带动作
用，放大就业倍增效应；三是完善重
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增强就业保
障能力；四是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
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五是推进人
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健全公共就
业服务体系；六是优化劳动者就业
环境，提升劳动者收入和权益保障
水平；七是妥善应对潜在影响，防范
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

《规划》从五方面完善支持保障

措施，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强化资金
保障、提升政策效果、鼓励探索创
新、认真组织实施。《规划》要求，把
党的领导贯彻到促进就业工作的各
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按规定统筹
各类就业资金，提高使用效率，加强
对就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跟踪调查评
估，积极探索多种务实有效的实施
方式和有用、管用的落实措施，强化
监督检查，层层压实责任，抓好任务
落实。

美 国 长 达 20
年的阿富汗战争，
留下的是千疮百孔
的烂摊子，一场深
刻的教训，还有盟
友的失望、质疑与
批评

■ 钟声

■ 人民日报记者 李欣怡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5日说，
美国政府通过情报机构搞所谓溯源
报告，是为了推卸美国自身抗疫失败
责任。这样一份栽赃报告、政治报
告，自然不可能就病毒溯源得出任何
科学的结论。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美情报
机构溯源报告不太可能就新冠病
毒究竟是源自大自然还是从实验
室泄漏给出明确结论，部分原因是
缺乏来自中国的详细信息。中方
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美国政府通过情报机
构搞所谓溯源报告，不是为了寻找新
冠病毒起源的事实真相，也不可能是

一份基于事实和科学方法的科学报
告，而是为了推卸美国自身抗疫失败
责任、向中国甩锅推责。“这样一份栽
赃报告、政治报告，自然不可能就病
毒溯源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只会对
国际溯源和全球抗疫合作造成干扰
和破坏。”

“美方声称缺乏来自中国的信
息，我可以告诉美方，这不过是掩饰

其情报溯源失败的借口。”汪文斌
说，中国和世卫组织专家已经发布
了联合溯源研究报告，里面有充分
的权威、有价值的信息。美国是全
球疫情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
家，也是向外扩散病毒最严重的国
家。美国疫情发生的时间线不断提
前，德特里克堡和北卡罗来纳大学
生物实验室同新冠病毒的联系疑点

重重。国际社会强烈要求美方就此
展现公开透明，提供详细信息。

“美方对上述问题避而不答、讳
莫如深，还不断为此设置障碍。这只
能说明美方做贼心虚，关心的不是如
何找到病毒来源，而是如何借溯源打
压别国、服务一己私利。”他说。

（原载《人民日报》2021年 8月
26日 第17版）

外交部——

美借情报机构搞所谓溯源报告是为向中国甩锅推责

美国应真正从
强推“民主改造”的
失败中吸取教训。
如果美国继续在输
出美式民主的死胡
同莽撞前行，其在
阿富汗遭遇的失败
不会是最后一次

■ 钟声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
提出七项重点任务，从五方面完善支持保障措施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梁君穷 美编：杨千懿

按 照《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GB3095-2012）及修改单、《环境
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HJ663-2013）和《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排名技术规定》（环办监测
〔2018〕19 号）等评价，2021 年 7
月，全省（含三沙市）环境空气质
量 总 体 优 ，优 级 天 数 比 例 为

100%。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靠前的市

县分别是白沙黎族自治县、五指
山市和乐东黎族自治县，排名靠

后的市县分别是儋州市、昌江黎
族自治县和琼海市。2021 年 7 月
全省 19 个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如右：

2021年7月市县环境空气质量排名

7月份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
源地水质状况：全省18个市县（不含
三沙市）开展监测的31个在用城市

（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
到或优于国家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100%。（备注：饮用水水源为原水，居

民饮用水为末梢水，水源水经自来水
厂净化处理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的要求后，进入居民供水系统作

为饮用水。）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1年8月26日

2021年7月城市（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市县名称

白沙黎族自治县

五指山市

乐东黎族自治县

澄迈县

三沙市

万宁市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屯昌县

临高县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114

1.135

1.145

1.163

1.166

1.202

1.218

1.227

1.234

1.237

排名

11

12

12

14

15

16

17

18

19

/

市县名称

东方市

文昌市

陵水黎族自治县

三亚市

海口市

定安县

琼海市

昌江黎族自治县

儋州市

/

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

1.288

1.307

1.307

1.317

1.347

1.355

1.370

1.380

1.397

/

海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2021年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