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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一些政客来说，干涉他国内
政、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简
直成了家常便饭。最近，美方将所谓“香
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再次让世
人看清他们的霸权主义丑陋嘴脸，看清
他们无视香港民众安全福祉，拿香港当
反华工具的险恶图谋。

自香港修例风波以来，美国一些政客
不断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假“人权”“民
主”之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从多次发
表粉饰、鼓动暴力犯罪的荒谬言论，到参
众两院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再到悍然将该法案签署成法，美方干涉中
国内政的恶劣行径，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破坏“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破坏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不仅是和
700多万香港市民作对，和14亿中国人民
作对，也是和世界公义、国际基本准则作
对，必将遭到国际社会一致唾弃。

大量事实表明，美国反华势力与香
港极端激进势力等密切勾连，是香港持
续暴乱的主要推手。美国一些政客披着“人权与民主”的外
衣，居心叵测地破坏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色
厉内荏地恐吓止暴制乱的正义人士，明目张胆地给香港暴
力犯罪分子“铺后路”。他们无视香港回归以来的繁荣稳定，
处心积虑地妄图在香港导演一场港版“颜色革命”。他们口
口声声保护“人权”“民主”，实际上是为暴力犯罪分子提供

“避风港”，给特区政府止暴制乱制造“绊脚石”，向维护法治
秩序的正义人士发出“恐吓信”。

长期以来，美国粗暴干涉他国内政，滥用国内法实施长
臂管辖，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这套“趁火打劫”的把戏在别
的地方曾经得手，但中国人民是从来不信邪的，这种卑鄙伎
俩企图在香港得逞，注定是痴心妄想。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
坚定不移。美方倒行逆施必将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国人民的迎头痛击！

任何外来威胁施压，都吓不倒、更压不垮包括香港同胞
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就在香港问
题上坚持“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今天，又怎能容忍一些
国家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任何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任
何对中国发展的无端打压，只会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广
大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和霸权本质，只会
让中国人民更加众志成城。我们正告美方，任何企图借搞乱
香港阻遏中国发展的阴谋不会得逞，任何企图阻挠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举动注定是螳臂当车。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不是美国的哪一个州。
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时代早已一
去不复返了。我们奉劝美方趁早收回他们在香港伸出的黑
手，停止在香港问题上火中取栗，不做破坏中美关系大局的
事，多做有利于两国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的事。事实再清楚
不过，谁与潮流为敌、同人心作对，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人民日报12月3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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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不辱时代使命

每天清晨，新邵县寸石
镇黄江村卫生室的曾更心都
要背着药箱出门巡诊，趁着
老百姓没下地干活之前，做
完常规体检。

这是新配备村医与传统
村医最显著的进步——老村
医只负责治病，而新村医既要
治病，更要防病。

邵阳地区贫困人口多，因
病致贫情况也多。要让农村居
民避免疾病带来的致贫隐患，
村医要担负起基层公共卫生
的职责。“每位村医都与村内重
点人群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
议。每季度定期上门检查，发现
病情隐患第一时间处理。这样
才能做到轻病可控，重病可
防。”市卫健委基层卫生科科长
唐英武介绍，目前邵阳各行政
村已实现高血压监测点全覆
盖；65岁以上农村居民、孕产
妇、儿童公共健康服务全覆盖。

“它可以测血糖、血氧、做
心电图，还能做小便常规，出
诊时带着也方便。”村医徐艳
芳提着一个方形的盒子展示
道。她所在的村卫生室，除了
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表“老
三件”，还配备了身高体重测
量仪、多功能诊疗床、多功能
一体机等新型诊疗设备。

为了提升村医诊疗能力，
市政府先后投入近 9800 万
元，按每个村3万至5万元的
标准进行基本医疗配备，村医
诊疗能力实现了由传统型向
现代型的过渡。

扎根：不悔职业选择

“当大家都从农村涌向城
市的时候，我选择了回归。”一
位2018级村医集训班学员在
日记中写道。

尽管现在村医拥有了更优
越的诊疗条件，但农村与城市
之间的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差
距，让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回村
当医生。在一些落后偏远的贫
困村，迟迟找不到合适的村医
人选。市政府为了鼓励年轻人
回基层扎根，出台了极具吸引
力的政策，以基层公卫服务经
费补助的方式，让每位村医每
年获得不少于2万元的基本补
助；凡符合条件报名参加村医
集训的年轻人，三年学费由政府
承担，每学期还可领取1500元
生活补助。2017年以来，市县两
级财政共安排投入1308万元，
培养了872名本土化村医。

“当村医，要好政策，更需
要情怀。”绥宁县卫健局负责村
医培训的科员杨迎春，翻着厚
厚一沓受训学员名册感慨道。

樊迎春和很多学员一样，
集训期间时常为个人前途担
忧，但各级政府对村医培养的
重视坚定了她的信心。“市卫健
委领导每年都来跟我们谈心，
县卫健局也经常了解我们学
习情况。回村以后看到政府承
诺的120平方米的村卫生室也
建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份很
有前景、值得奉献的事业。”

结束完一天的例行走访，
已是天黑。樊迎春紧了紧白大
褂，走上回家的村道，也走向
基层卫生事业广阔的未来。

（上接1版①） 我坚信，没有任何力量能
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
俄罗斯人民同样不会受外部干涉影响，也
将继续坚定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俄要继
续利用好战略安全磋商和执法安全合作这
两个平台，加强战略安全沟通，增进战略
互信，维护好各自核心利益和两国共同安

全，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
帕特鲁舍夫表示，俄中是具有战略

意义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目前两国各
领域合作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
中关系牢不可破。当前美国奉行的一系
列政策不仅损害俄中两国利益，也对整
个国际体系和秩序造成消极影响。俄中

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
似，双方应继续密切协调，维护俄中两
国各自主权与安全，维护国际战略稳
定，促进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维
护国际法和公正国际秩序。

杨洁篪、郭声琨、王毅等参加会见。

这里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
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通江
达海，承东启西，联南接北；

这里是我国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之一，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往来密切，交
织一体。

2019 年 12 月 1 日，《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蓝图绘就，做
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文章进入全面实
施新阶段。

打造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

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全国高质
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
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
开放新高地——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战略顶层设计，纲
要明确长三角“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
定位，长三角在全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中
地位更加清晰。

2018年11月5日，长三角龙头城市上
海。区域协调发展大棋盘再落一子。

“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正在崛起的世界级城市群，“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长江三角洲，在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大格局中被赋予更重
要使命——

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
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
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会议指出，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
作用，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
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
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

大江奔流，向东入海。长三角这块改
革开放热土，以约占全国四分之一的经济
总量，全国三分之一的年研发经费支出和
有效发明专利数，三分之一的进出口总
额、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投资，踏上新的
时代征程。

“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成为国家战略
后，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是一种战略叠加和战略升华，丰富
完善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中
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华说。

纲要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
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积35.8万平方公里。

吴晓华说，“一体化”不是“一样化”，
关键是统一有序，增加区域综合实力，激
活整体活力，增强主体竞争力；“高质量”
要全面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发展理念，走好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
富裕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切实提升全球
资源配置能力和创新策源能力。

分阶段目标让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方向更明确——

到 2025 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
实质性进展”“全面建立一体化发展的体
制机制”；到2035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达到较高水平”“成为最具影响力和带动
力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一系列具体指标让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前景更可期——

到 2025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70%；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以上，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65%，高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18%；5G网络覆盖
率达到80%；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达到11.5年，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岁……

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
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说，长三角一体
化应牢牢把握“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
的战略定位，既要有速度的增长，又要有质
量的发展，增强对全国的影响力和带动力。

“随着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深刻变
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新阶段
的“新”表现在：在更高质量发展中扮演领
头羊和排头兵的角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性支撑区域；打造
世界级城市群，在全球经济版图和城市群
格局重塑中占据更重要位置。

描绘鲜明改革开放亮色

虹桥世界中心，浙江企业歌斐颂巧克
力上海首家门店即将开张。

今年7月1日，歌斐颂巧克力（上海）有
限公司总经理莫雪峰在浙江省嘉善县行
政审批中心窗口，一次性领取由上海市青
浦区市场监管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和食品
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住所”一栏冠以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
字样。“打破行政壁垒，免去往返跑路，太
方便了。”莫雪峰说。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总体方案》近日印发。示范区范围包括上
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
省嘉兴市嘉善县，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

今年8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揭牌。这一开放新地标，将
打造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更具国际市
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带
动长三角新一轮改革开放。

“一体化示范区和自贸区新片区，让
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从最初就打上改革开
放的鲜明印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
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陈雯说。

改革为擎，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
供强劲内生动力 ——

探索建立户口不迁、关系不转、身份
不变、双向选择、能出能进的人才柔性流
动机制，探索建立跨区域产业转移、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合作的成本分担和利
益共享机制，完善重大经济指标协调划分
的政府内部考核制度……

纲要强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决
破除制约一体化发展的行政壁垒和体制
机制障碍，建立统一规范的制度体系，形
成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市场。

陈雯认为，一体化最大难点是破除制
约区域间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在
现有财税和行政管理体制下，需要大量体
制机制创新，让三省一区心往一处想、劲
儿往一处使，各扬所长、促进分工，推动要
素集聚和自由流动。”

开放为帆，在更高水平协同开放中增
强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长三
角三省一市交易团表现活跃。采购之外，
江苏团有不少“自选动作”。江苏徐州举办
了产业对接会，意在整合全球供应链资
源，提升工程机械产业水准；跨国药企阿
斯利康与无锡市合作共建的无锡国际生
命科学创新园亮相，与英国、澳大利亚等
国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进博会“溢出效应”提速长三角一体化。
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开放，是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最大优势之一。
进一步扩大制造业、服务业、农业领域对

外开放，加快大通关一体化，共同打造国际一
流市场环境，完善国际人才引进政策……

吴晓华说，长三角作为开放高地，要

在全球范围内组织配置资源，提升创新发
展能力，引领我国参与全球合作竞争，争
取更宽广发展空间。

创新为魂，走“科创+产业”道路，为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上海综合服务功能齐全，江苏实体经
济基础好，浙江民营经济活跃，安徽科技
创新后发优势明显、人力资源丰富……长
三角协同创新体系加速形成，世界级产业
集群正在崛起。

三省一市共同建立的“长三角区域大
型科学仪器协作共用网”已整合 4.5 万多
台、总价值逾519亿元的大型科学仪器，实
现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上海14个大科学
设施全部开放，长三角科研院所和企业享
有近水楼台的便利。”上海市科创办专职
副主任侯劲说。

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科
创中心建设为引领，打造产业升级版和实
体经济发展高地，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位势，科技创新“灯塔效应”在长三角
充分释放，注入持久动能。

铺陈人民获得感温暖底色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纲要擘画一幅美好民生图景：增加优质
公共服务供给，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
革发展成果更加普惠便利，让长三角居民在
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百姓生活更便
利、沟通更顺畅——

安徽省滁州市和江苏省南京市隔河
相望。伴随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提速，昔日

“断头路”成为通途。如今滁州市区到南京
河西只要40分钟车程，两地跨省公交无缝
换乘，跨省城市轨道滁宁轻轨预计于2022
年投入运营。

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共同打造数字
长三角，协同推进跨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省际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加速推进。根据规划，到
2025年，铁路网密度达到507公里/万平方
公里，高速公路密度达到5公里/百平方公
里。一日之内，几可通达区域所有城市。

公共服务便利普惠，百姓共享高品质
医教资源——

“过去看病是块心病，长三角一体化
医好了这个病。”家住上海的曹实说。曹实
在江苏徐州参加医保，过去看病要先垫付
医药费，再将单据带回徐州报销。随着长
三角异地就医结算网络陆续铺开，曹实在
上海就可实现医保卡实时结算。

建立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信息沟通和
应急联动机制；开展养老服务补贴异地结
算试点；鼓励学校跨区域牵手帮扶；全面
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管理……

瞄准跨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痛点”“难
点”，纲要提出一系列实质性举措。

共筑文化发展高地，共建世界知名旅
游目的地；共建公平包容的社会环境，推
进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打造生态友好
型一体化发展样板……

“以一体化发展释放民生红利，用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铺陈温
暖底色，这是高质量发展最深刻的内涵。”
陈雯说。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做好一体化发展大文章
——写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之际

新华社记者

一列杭黄
高铁列车驶向
安徽黄山北站
（2018 年 12 月
25 日无人机拍
摄）。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