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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
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赵文君）国家
标准委联合有关部门28日发布新版《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3年
8月1日正式实施。

新版标准共收录汉字87887个，比上一版增
加录入了1.7万余个生僻汉字，不仅收录《通用规
范汉字表》全部汉字，还可覆盖我国绝大部分人
名、地名用生僻字以及文献、科技等专业领域的用
字，能够满足各类使用需求，为传承中华文化、增
强中文信息处理能力、满足姓名生僻字人群用字
需求提供强有力的标准保障。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田世宏表示，文字编码
是信息化的重要基础，标准化是文字编码发挥作
用的重要路径。无论是传承与发展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还是实现政务服务“网上办”“掌上办”，都需
要中文编码标准化。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
门，不断强化标准实施，持续推进标准创新，统筹
优化标准体系，深化标准国际合作，切实推动语言
文字标准化工作实现新发展、迈上新台阶。

据介绍，《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是中文
信息技术领域最重要的基础性标准，对汉字和我
国多种少数民族文字进行了统一编码，需要进行
中文处理的信息系统均需应用此类编码标准，支
撑了我国中文信息处理和交换需要。

香港旅发局：

上半年7.6万人次访港
同比上升1.25倍

新华社香港7月28日电（记者黄茜恬）香港
旅游发展局28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有
7.6万人次旅客访港，同比上升1.25倍。

旅发局表示，自特区政府今年5月起容许非
香港居民入境香港后，访港旅客由1至4月的每
月平均4000多人次，上升至5月的近1.9万人次，
至6月进一步增至逾4.1万人次，其中内地访港旅
客增幅较为显著。

据来自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的江源
科考队员介绍，受气候暖湿化、降水量增多等因
素影响，素有“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过
去五年的年平均自产水资源总量达到685.42
亿立方米，比1956年至2000年的年平均自产
水资源量增加38%。图为7月27日拍摄的长
江源区的囊极巴陇河道，长江正源沱沱河和南源
当曲在此汇合。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中华水塔”三江源：

年均自产水资源量
超过680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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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筑牢禁毒防线，进一步加
强娱乐场所涉毒行为的监督与管理，7
月23日至25日，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
局协调禁毒、治安及各派出所，在白沙
全面开展娱乐场所涉毒清查活动，做好
涉毒事件管控工作。

检查小组重点对娱乐场所从业人
员进行排查登记，一是查看娱乐场所禁
毒宣传标识标牌及禁毒举报电话张贴、
场所禁毒巡查制度落实、场所是否张贴
禁毒宣传标语，是否对从业人员开展禁

毒培训；二是对娱乐场所从业人员进行
尿检、发检抽查，检查娱乐场所是否存
在吸食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三
是在现场对场所负责人及从业人员开
展禁毒知识培训，全方位普及禁毒法律
法规知识，同时呼吁大家如有发现可疑
人员或物品，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或相
关部门进行举报，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
同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

检查期间，共出动警力145人次、
警车50辆，清查足浴按摩店15家，酒

吧、KTV等歌舞娱乐场所35家，酒店、
旅馆、出租屋等35家，尿检120人。未
发现涉毒违法犯罪活动。

通过此次清查行动，进一步强化了
白沙娱乐场所禁毒工作职责，有效遏制
了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在娱乐场所的蔓
延，有效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为筑牢全民禁毒的防火墙，打赢
新一轮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文/梁子 陈科）

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
开展娱乐场所涉毒大清查

近日，陵水黎族自治县召开新一
轮禁毒三年大会战工作调度会，传达
相关会议精神，总结上半年全县禁毒
工作，分析当前面临毒情形势和薄弱
环节，安排部署下半年禁毒工作。

会议传达新一轮全省禁毒三年大
会战第十次调度会精神，“八严工程”
牵头单位县委政法委、县公安局、县
教育局分别汇报开展禁毒工作情况，
会上还通报了全县禁毒重点工作推
进情况。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做好禁毒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各
单位、各部门要坚决扛起政治担当，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增强做好
各项禁毒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
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作为，努力开
创禁毒工作新局面；要突出工作重
点，坚决打赢新一轮全县禁毒三年大
会战收官之战，要以做好党的二十大
禁毒安保工作为主线，坚持厉行禁毒

工作方针，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
动，加强毒品问题综合治理，坚决做
到“四个严防、两个确保”，确保陵水
社会环境和谐稳定；要加强组织领
导，推动各项禁毒工作扎实有效开
展，要把禁毒工作作为一项民心工
程，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加强督促考
核，强化协作配合，推动各项禁毒工
作扎实深入开展。

（文/梁子 王三玉）

陵水黎族自治县：
坚决打赢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收官之战

为贯彻落实省禁毒办关于新一轮
禁毒三年大会战的工作部署，深入开展
禁毒宣传教育工作，7月23日晚，乐东
黎族自治县文联、旅文局等单位在黄流
镇龙腾金街天宫广场举办黄流镇诗文
社《流韵》30年华诞暨禁毒宣传文艺晚
会。

晚会文艺表演中，以本地群众喜闻
乐见的崖州民歌形式表演了专题小品
《禁毒》。小品《禁毒》通过表演青年夫
妇因法治观念淡薄、家人宠溺误入吸贩

毒歧途，最终在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和
思想教育下决心好好做人的感人故事，
向群众普及沾染毒品的危害和禁毒法
律等知识，贴合实际宣传禁毒的理念。

晚会上，社区街道群众，特别是老
人小孩积极前来观看，现场叫好不断。
现场群众表示，这次的小品《禁毒》，形
象生动，富有感染力，提升了识毒、防
毒、拒毒的意识。“演得很生动，我们都
很喜欢看，我们从中也学到了很多禁毒
的知识。”

乐东黎族自治县禁毒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通过本次禁毒宣传晚会，让群
众了解禁毒行动刻不容缓，大家行动
起来，依法禁毒，捍卫广大青少年群体
的未来。要通过不断开展相关的禁毒
宣传教育活动，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直
接参与禁毒斗争的积极性，提高禁毒
意识，遏制毒品在青少年群体中的蔓
延，真正做到全民参与禁毒，巩固乐东
禁毒成果。

（文/梁子 陈海洲）

乐东黎族自治县：
禁毒宣传文艺晚会走进黄流镇

近日，全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召开，定安县设分会场收听收看。

全国会议强调，要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坚持系统治理、科
学谋划，防控化解涉毒风险隐患，创新完
善毒品治理体系，深入推进新时代禁毒
人民战争，不断巩固拓展我国毒品形势
持续向好局面。

会议结束后，定安县随即召开禁毒工
作会议，定安县政府主要负责人部署下一

步禁毒工作。他表示，各镇、禁毒委各成
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
禁毒斗争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切实增强
抓好禁毒工作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
要持续保持打击毒品违法犯罪的高压态
势，统筹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和全省禁毒“秋冬攻势”专项行动等工
作，努力推动全县禁毒斗争形势持续向好
发展。要压实责任，主动作为，发挥职能
作用，最大限度打击各类毒品犯罪活动，
严格管控，努力从源头压低现有吸毒人数

占比。要围绕“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防
范毒品滥用禁毒宣传进万家”等主题，广
泛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全社会共
同抵制毒品、远离毒品的良好氛围，最大
限度遏制新吸毒人员滋生。要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禁毒工作的
决策部署，坚定信心，保持韧劲，有效防范
化解各类涉毒风险隐患，努力打赢新一轮
禁毒三年大会战收官之战，以实际行动助
力“无毒品危害自由贸易港”建设。

（文/梁子 罗利文）

定安县：
切实增强抓好禁毒工作使命担当

推动解决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问题
——各地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在黑龙江等20个省份落地，上海等11个综合医改试点省份率先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江西等
7个省份被确定为首批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国家卫生健康委28日新闻发布会发布信息显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国各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多措并举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

“深化医改就是要推动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
愁盼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司长许树强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推进深化医改任务的系统集
成、落地见效，取得了积极进展。

医药改革是缓解群众就医负担的重要环节。内蒙
古牵头10个省份，开展临床常用药带量采购，平均降
价超过50%；陕西等省份通过定点生产、协商调剂等
方式，解决短缺药供应保障问题；云南等省份完善处方
审核和点评机制，促进合理用药……近年来，各省份落
实国家集采，开展省级集采和省际联盟，协同推动医药
和医保高质量发展。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推进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是关键。“各地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2017年所有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2019年取消耗材
加成，同步调整运行机制。”许树强说，其中，安徽省推进
编制“周转池”制度，合理增加医院人员编制；山东省改
革职称评审机制，评聘环节不受岗位限制。

深化医保制度改革是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益的发力
点。福建省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副主任、省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黄昱介绍，福建在全省推广三明经验，动态调整医
疗服务价格，深化薪酬制度改革，推行公立医院党委书
记、院长、总会计师目标年薪制。目前，全省9市1区人均
拥有医保基金量差距缩小23%，省级统筹调剂比例提高
到50%，基层医疗机构就诊支付比例提高至90%。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对全面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有着重要作用。

据悉，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在黑龙江
等20个省份落地，填补了地方在肿瘤、
心脑血管疾病、儿科等方面的短板弱
项；山西等省份积极推进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河北等省份探索医联体建
设，促进医疗资源下沉。

在“老少边山”地区，城乡卫生健康
融合发展助力基层卫生服务水平提
升。重庆市黔江区区长周恩海说，十
年来，黔江区建成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等四家新医院，区内就诊病人比例稳

定在90%以上。过去黔江的百姓看大
病要花4个多小时车程到重庆主城，
黔江离主城近300公里，非常不便，如
今边远山区老百姓不出区也能看大
病、治好病。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对地方有着辐
射引领作用。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
扬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协和医
院累计派出3000多人次医疗援助人员
支援全国29个省份，联合多方创建中
国罕见病联盟，积极推动罕见病诊疗研
工作。同时，积极开展“5G+医疗健康”
试点工作，推动远程“指尖就医”。

人才是卫生健康事业的核心资源。
截至2021年，我国卫生人员总量

达 1398.3 万人，卫生技术人员占比
80.4%；“十三五”期间，我国卫生人员
总量年均增长5%、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所占比例提高到42.1%、医护比提高
到1：1.15……一组数据显示，近年来，
我国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取得长足
发展。

许树强表示，但也必须看到，我国
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在数量、质量和结构
上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有不小的差距，

“十四五”期间，将从两个方面重点推进
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培养培训，进一步扩大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规模。优化专
业、城乡和区域布局；发展公共卫生
人才队伍；实施中医药特色人才培

养工程。
二是健全编制、人事和薪酬制度。

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
突出业绩水平和实际贡献；推进公立医
院薪酬制度改革，充分落实内部分配自
主权。

据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研究
制定公立医院相关编制标准及如何建
立动态核增机制。

“医务人员是深化医改的主力军。
要更加关心关爱医务人员。”许树强
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从提升和改善
薪酬待遇、拓展职业发展空间、创造
良好执业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等
入手，进一步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理解、
支持和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董
瑞丰 顾天成 李恒）

医药、医疗、医保联动改革A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张汨
汨 李晓明）针对美推动在日部署中导相
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吴谦28日表示，美国推动在日本
部署中导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将严重威胁
地区国家的安全，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
定。如付诸实施，中方必将予以坚决反

制，美日对此不应抱有任何幻想。
当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近日有媒体曝光，2021年以来，日美
多次密谋勾连，企图诱导和施压岸田政府
配合并协助美军，在日本西南诸岛部署中
程弹道导弹部队。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
论？吴谦作出上述回答。

国防部：

美推动在日部署中导
中方一定坚决反制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张汨汨）“对于‘台

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解放军绝不姑息，坚决
反制。行动是最有力的语言。有关方面要学会适应，
学会反思，更重要的是学会悬崖勒马。”国防部新闻局
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8日回答涉台军事行动
相关问题时作上述表示。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台防务部门日前声
称，解放军战机多次越过所谓“海峡中线”，严重破坏区

域和平稳定，并炒作解放军一艘军舰前不久现身花莲
外海。台消息人士称，鉴于美国会参议员斯科特访台，
解放军“明显释放出挑衅讯息”。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吴谦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之间根本不存
在所谓的“海峡中线”。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根
源是“台独”势力和外部势力勾连作乱。破坏台海和平
稳定的恰恰是不断谋“独”挑衅的民进党当局，恰恰是
企图“以台遏华”的外部势力。

国防部回应涉台军事行动：

行动是最有力的语言

“城乡卫生”促融合“疑难重症”提水平平B

医疗卫生人才稳增长、优结构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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