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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10月9
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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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头人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举行

视频通话。双方进行了务实、坦诚、
建设性的交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
问题：

一是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和世界

都非常重要，应该加强双边经贸往来
与合作。

二是双方就中美经贸协议的实施
情况交换了意见。

三是双方表达了各自的核心关
切，同意通过协商解决彼此合理关
切。中方就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进行
了交涉，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政

策等问题阐明了立场。双方同意本着
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继续沟通，为
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和世界经济复
苏创造良好条件。

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通话

新华社北京10月 9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9日应询指出，民进
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勾连外
部势力疯狂进行谋“独”挑衅，损害台
湾同胞福祉、危害台湾同胞安全，出
卖中华民族利益，其所作所为与孙中
山先生的遗愿、气节和精神完全背道
而驰，有何资格和颜面妄谈孙中山先
生和辛亥革命。

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对大陆方
面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
说三道四、歪曲污蔑，对此有何评
论？马晓光答问时作上述回应。

马晓光表示，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周年，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
驱的历史功勋，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
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对于凝聚海
内外中华儿女的强大力量，为实现祖
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马晓光指出，辛亥革命为实现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了伟大而艰辛
的探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
巍然屹立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人
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
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

承者。我们继承孙中山先生遗愿，实
现和发展了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
负，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
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
史新纪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这一翻天覆地的巨大历史
成就，海内外中华儿女倍感自豪，也得
到世界各国各族人民一致肯定。

马晓光强调，实现国家统一、中
华振兴，是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
驱的殷切期盼，也是他们未竟的遗

愿。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
湾同胞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解决
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
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这是历史
的铁律，更是历史的正义。

马晓光指出，民进党当局的谋
“独”挑衅，是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
的根源，是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
威胁。“台独”是绝路，是逆流，跟所谓

“民主自由”没有丝毫关联。历史已
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凡是数典忘

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
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
史的审判。

马晓光最后表示，以和平方式解
决台湾问题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
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在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主
流民意。我们将继续团结广大台湾
同胞坚守民族大义，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共同完成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
使命。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
妄谈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9日应询指出，民
进党当局反反复复在联大2758号
决议上做文章，为谋“独”无所不用
其极，既暴露其无知，也反映出企
图挑战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狂妄，
终究是痴心妄想。

有记者问，吴钊燮8日歪曲联大
2758号决议，声称“这个决议案没有
决定台湾代表权，甚至里面连台湾
都没提到”“争取参与联合国是全民

共同期待”。对此有何评论？马晓
光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马晓光说，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包括《开罗宣言》《波
茨坦公告》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法
文件，都明确无误地确认了中国
对台湾的主权。1971年，第 26届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
2758 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一切

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从政治、法律、程序上彻底解决了
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在联合国的
代表权问题。

他还表示，联合国是由主权
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没有资
格加入。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
活动的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
原则处理。

民进党当局反复在联大2758号决议上做文章

国台办：痴心妄想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9日应询表示，民进
党当局图谋“台独”分裂，拒不承认一
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勾连外部
势力进行谋“独”挑衅，破坏两岸交流
合作，制造两岸对立对抗，是造成当
前两岸关系紧张的总根源。民进党
当局只有回到“九二共识”政治基础
的正轨，停止谋“独”挑衅，两岸关系
才能改善发展。

有记者问，邱太三8日称“不可能
把‘九二共识’当成两岸和平谈判交
流的关键，这是自我矮化”。对此有
何评论？马晓光答问时作上述回应。

马晓光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
有关方面受权商谈达成的，是两岸协
商谈判的共同政治基础。在“九二共
识”基础上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
合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
是两岸的主流民意。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回到“九二共识”正轨
两岸关系才能改善发展

10月9日拍摄的正在架设中的京昆高铁渝
昆段全线首孔箱梁。

当日，京昆高铁渝昆段全线首孔箱梁在位于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境内成功架设，标志着该工程
正式进入线上线下同步施工阶段。京昆高铁渝昆
段全长69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新华社发

京昆高铁渝昆段首孔箱梁成功架设

我国发布未来5年
家政兴农行动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于佳欣）商
务部等14部门9日联合印发《家政兴农行动计划
（2021-2025年）》，提出7项22条工作举措，旨在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家
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家政行业规模迅速扩大，从业人数
超过3000万，成为重要灵活就业渠道，但消费者
反映的服务员“不好找、用不起、不好用”问题仍然
较为突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及三孩生育
政策实施，家政服务市场需求仍有巨大空间。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相关负责人
说，商务部此前会同相关部门大力推动家政扶贫，
截至2020年底，已累计带动85万贫困劳动力从
事家政服务，取得积极成效。如今发布这一行动
计划，正是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促进
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更有效保障城乡家庭家
政服务需求。

这一文件统筹供需两侧、城乡两端，提出7项
22条工作举措。具体来说，即通过加强基层动员
引导、完善供需对接、促进服务下沉等，扩大家政
服务供给数量；以提升技能、加强行业规范等，提
高家政服务供给质量；以培育家政服务品牌、推动
业态融合发展、促进数字化赋能等，优化家政服务
供给结构和方式。

这位负责人说，相比以往家政扶贫政策，这一
文件既从服务供给角度，促进农村劳动力出得来、
留得住、干得好，又从服务需求角度，提高服务质
量、创新服务提供方式，让消费者找服务员找得
着、找得起、找得好。

相关链接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梁君穷 美编：孙发强

“我为人民
求解放，求呀求
解放；我为人民
扛起枪，扛呀扛
起枪……”一首
经典红色歌曲
《我为人民扛起
枪》大合唱响彻
会场，近日，三亚
市大学生宣讲团
在海南热带海洋
学 院 为 该 校
2021级1500多
名新生开展主题
为“我把青春献
给党”的党史学
习教育宣讲。

三亚大学生宣讲团——

助推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三亚市委积极部署，

认真谋划党史学习教育党史专题宣讲工作，明确
提出开展“4个100”宣讲活动，组建教育系统宣讲
队伍，在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校开展

“4个100”（100位教师，100名学生，100堂课，100
个故事）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活动。

为解决青少年群体在学习党史过程中参与性
不强、共鸣效果较差、启发性不够的问题，三亚市
大学生宣讲团应运而生。

三亚市大学生宣讲团是在三亚市委领导下，
市委宣传部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联手精心打造的
一支百姓宣讲团。全团由15名在校大学生党员
组成，以“我把青春献给党”为主题，围绕“四史”、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等开展宣讲。
既讲党史故事，又讲身边故事，既讲英雄事迹，也
讲个人经历，以深入浅出、现身说法的方式，进一
步拉近宣讲人员与青年学生的距离，拉近党史学
习与现实启发的距离，也拉近青春使命与脚踏实
地的距离。退役军人张津钢讲述他所在“王克勤
排”的故事；驻港部队退役兵周标谈2020年维稳
体验；郑琳之以“青春向党，奋斗报国”展开主题演
讲；黄怡清通过文物中的党史、油画中的党史、歌
声中的党史等开展互动宣讲。从乐团奏唱到“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宣讲出了三亚特
色，三亚青年风采。

“今天我们学校2021级1500多名
新生分13个会场（其中一个主会场，12
个直播分会场），聆听了三亚市大学生宣
讲团的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海南热带海
洋学院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是
一堂具有特别意义的“开学第一课”。

活动现场，师生们和宣讲团成员怀
着对祖国和党的满腔热忱，共同发出“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的呼喊，用铿锵有力
的誓言，将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宣讲
结束后，全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
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坚定理想信念，

脚踏实地学习，提升综合素养，在回报祖
国的具体行动中展现自我价值，继承和
弘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坚定跟党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大学生宣讲团是三亚市十支百姓宣
讲团之一，青年人用实际行动展示当代青
年风采，用青年的话语传播党的故事，厚
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三亚市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组建大学生宣

讲团，上好“开学第一课”，通过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宣讲活动，推动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在青少
年心中生根发芽，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
代传承，坚定青少年永远跟党走的信心。

据悉，三亚市大学生宣讲团自今年
5月成立以来，分别走进海南热带海洋
学院、三亚技师学院、三亚理工职业学
院、西南大学三亚中学、三亚市第一中学
等学校，共宣讲15场，3500多名学生聆
听了他们的宣讲，党史学习教育的种子

在校园生根发芽。
据了解，下一步，三亚将打造一支

理论功底扎实、政治过硬的大学生宣讲
团先锋队，推动大学生宣讲走进学校、
走进村（社区），以学生面对面宣讲，引
导更多青少年学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传承好党的伟大精神，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厚植家国情怀，努力增长才干，凝聚
青春力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添砖
加瓦。 （本版文/图 易建阳）

当天，作为三亚市大学生宣讲团主
讲成员之一，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体育与
健康学院学生张津钢第一个登台宣讲。
来自湖北荆门的张津钢，2016年考入海
南热带海洋学院，2017年参军入伍，在

“王克勤排”服役期间，他参与过多次重
大演习任务，获得嘉奖，2019年退伍复
学。他结合自身经历，讲述“王克勤排”
的革命故事和新时代“王克勤排”练兵备
战的铁血精神。

四川姑娘郑琳之2018年考入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目前就读于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软件工程专业，在校期间成
绩优异，她围绕“我把青春献给党”进行
启发式演讲，让学生们感悟初心使命，推
动学生们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深
走实。

“我比较擅长演讲，有一定亲和力、
感染力。我经常在学校找一间空教室，
反复练习宣讲，一遍遍录下来再观看视
频里自己不足的地方，比如停顿不好、
肢体语言不恰当以及节奏控制等问题，

然后再进行调整。”经过一遍遍打磨，郑
琳之的宣讲效果越来越好，和团队开展
了校内宣讲、专题宣讲、校外宣讲和新
媒体宣讲，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一个个
生动的故事，一句句鲜活的语言，把爱
党爱国的思想进一步播撒进学生们的
心田。

宣讲过程中，宣讲员黄怡清播放了
团中央制作的短视频《重逢》，现场还通
过“文物中的党史”“油画中的党史”“歌
声中的党史”开展互动答题式宣讲；曾经

服役于驻港部队的退伍大学生周标重点
分享了他对在服役期间维护香港安全稳
定的感想和收获。

三亚市大学生宣讲团成员们分别结
合自身经历和体会，通过故事分享、视频
学习、朗读朗诵、话剧表演、问答互动等
多种方式进行宣讲，充分发挥大学生党
员活力旺、热情高、感染力强的特点，使
得党史故事、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
生动立体地呈现出来，激发广大学生学
习党史的积极性。

宣讲员现身说法 拉进与学生的距离

活动已开展15场 3500名学生聆听宣讲

三亚市大学生宣讲团

张津钢在台上宣讲。

本组图片均为三亚市大学生宣讲团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宣讲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