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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台胞台商返乡提供积极协助

有记者问，台湾防疫旅馆供不应求，有台
商被告知，如没有订到旅馆，就无法登机返
台。今年台商返台过年之路困难重重，发言人
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说，我们将统筹考虑疫情防控和
台胞返乡的需求，尽最大努力为台胞台商返
乡过年提供积极协助。我们希望台湾方面能
设身处地为在大陆台胞着想，为他们返乡提
供相关便利。

朱凤莲表示，春节前夕，各地台办都将根
据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协助当地台胞台企做好
安排，落实好防疫措施，同时会以多种形式走
访慰问当地台胞台企，深入了解他们的具体需
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这一阵子，好几波寒流来袭，给两岸民众
带来了很多不便。看到台湾养殖业者面临非常
严峻的挑战，我们对他们表示慰问，希望他们
尽快平顺地渡过难关。下周很多学生要在严寒
中参加考试，台湾有十几万高三学生要参加学
测，相当于大陆的高考。希望他们注意保暖，
做好个人防疫，好好加油，考出好成绩，考上

理想的学校。”朱凤莲说。

已批准设立79家两岸交流基地

朱凤莲介绍，2009 年以来，中共中央台
办、国务院台办在24个省区市批准设立了79家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这些基地的设立，体现了
我们坚定不移贯彻对台方针政策，积极扩大两
岸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断促
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她表示，这些基地给两岸同胞提供了更多
交流合作、回顾历史、品味文化、畅叙亲情和
共同发展的机会。疫情发生以来，这些基地也
成为两岸“云交流”重要平台。比如去年2至3
月，福建湄洲妈祖祖庙和台湾有关妈祖宫庙、
团体联合举办了“天佑中华祈福武汉——海峡
两岸妈祖宫庙携手抗疫线上祈福”活动，台湾
有 120 多家妈祖宫庙、3000 多名信众现场参
与，20万人观看线上直播。厦门海沧青礁慈济
宫和台湾有关保生大帝宫庙联合举办第十三届
海峡两岸 （厦门海沧） 保生慈济文化节，以

“弘扬保生慈济，全民同心抗疫”为主题，面向
两岸百万民众同步播出有关短片。

朱凤莲说，去年10月开始，辽宁的张氏帅

府博物馆和台湾的张学良故居合作，每月举办
一次连线直播，让沈阳和新竹的观众实现“云
参观”“云相聚”，增进共同的历史记忆，激发
新的体验和情感。

她指出，最近新批准设立 4 家海峡两岸交
流基地分别是福建龙岩长汀汀州客家首府、泉
州安溪清水岩、江苏淮安大运河文化带和四川
绵阳梓潼文昌祖庭。4家交流基地各具特色，有
的是承载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有的
展现两岸同胞紧密的亲缘关系，有的是两岸基
层民众交流互动的重要场所。

朱凤莲表示，我们欢迎越来越多的台湾同
胞到这些基地参观交流，也希望有关地方把这
些基地建设好、发展好，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发挥积极作用。

民进党当局任由美方宰割终会
被民众抛弃

有记者问，据报道，民进党当局开放“莱
猪”（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 进口，不仅未
换得与美方的所谓“双边贸易协定”，美国商务
部还裁定要对台湾轮胎等相关产品课征反倾销
税。发言人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事实证明，民进党当局挟洋
自重，打着“经济商业”的幌子同美国发展关
系，只会进一步任由美方宰割，损害台湾同胞
利益。勾连外部势力，不顾民众利益和安全，
一意孤行，只会引发民众更大担忧和义愤，最
终是会被民众抛弃的。

在回答台湾进口的“莱猪”制品会否流入
大陆市场的问题时，朱凤莲表示，根据食品安
全法等规定，大陆不允许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猪
肉、牛肉及其制品进口，将继续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不符合要求的肉制品流入。

有记者问，美国国会近日遭暴力冲击，蔡英
文对此保持沉默，与她在香港问题上屡屡“声援”
示威者的表现截然不同。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答问指出，这充分暴露民进党当局不问是
非、政治操弄香港事务、乱港祸港的本质。

国台办发言人：

全力保障大陆台胞过个安宁祥和的好年
本报记者 金 晨

新华社澳门电（记者李寒芳） 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
署主办、澳门特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协办的 《中国外交知识
读本》第二版新书发布会1月12日在澳门举行。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署理特派员王冬介绍了修订
《中国外交知识读本》的主要情况和重要意义。王冬勉励特区
教育界人士用好用足新读本，讲深讲透习近平外交思想，做
好爱国主义教育大文章，帮助澳门青少年深入学习掌握外交
知识，传承家国情怀，树立世界眼光，为“一国两制”伟大
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更多英才。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代表特区政府对新
读本的发布表示热烈祝贺。她回顾了近期澳门爱国爱澳教育
的新进展，表示修订后的读本内容更充实全面，吸收了近年
来中国外交事业的新成就，反映了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展现
了中国外交的新气象，会更受特区师生欢迎，发挥更大作用。

欧阳瑜表示，特区政府将进一步密切与外交部驻澳门特
派员公署合作，加强与青年社团和学校的联系，支持青年参
加国家建设，帮助他们拓展国际视野。

第十一届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冠军镜平中学外交国
情拓展班指导老师李结仁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回顾了自己
从学生时参加外交知识竞赛并参访外交部到从教后指导学生
参加竞赛的经历，分享了对新读本内容的理解和感受，表示
将充分用好新读本，帮助同学们深入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崔启明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苏文通
过视频发来祝贺。会上，王冬、中联办副主任罗永纲、欧阳瑜将
新书赠送给与会各校校长、公共图书馆及教育团体负责人。

2012年，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商特区政府教育暨青
年局，委托外交学院编写一本适合澳门青少年阅读的外交知
识读本。2014年10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外交知
识读本》 问世。2020年初，公署启动读本修订工作，同年11
月付梓出版。

“如果美国看到美国正对美国
做的事，美国肯定会入侵美国，
并从美国暴政的手中解放美国。”
这 个 日 前 在 网 上 广 为 流 传 的 辣
评，十分形象地戳破了“美式民
主”的虚伪，戳破了美西方政客
大搞双重标准的虚妄。

美国首都华盛顿近日发生暴力
示威，抗议者非法闯入国会大厦并
与警察发生冲突，事件中已有5人
死亡。美西方政界和媒体纷纷谴
责，称其为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的
暴力行径。但讽刺的是，近些天一
撮美西方政客发表所谓联合声明，
就香港警方依法拘捕反中乱港分子
说三道四，污蔑抹黑香港国安法。
2019 年中国的香港特区立法会遭
到暴力冲击时，他们同样颠倒黑
白，把意图颠覆特区政府的行径说
成是“追求民主”。

还记得那位大言不惭地称香
港暴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吗？如

今，当自己的办公室被占领，示
威者把腿放在她的办公桌上炫耀
时，她气急败坏地表示，抗议者
的行为“亵渎民主”，并斥责警方
高层“制暴不力”。

还记得那位曾“云淡风轻”地
称在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是“适当
的”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吗？现
在，他在社交平台上严厉谴责冲进
美国国会的行为是“无法接受”
的，还煞有介事地呼吁“尽快将暴
乱分子绳之以法”。

还有西方的一些媒体，在乱
港暴徒作恶时，他们将所有镜头
对准正常执法、异常克制的香港
警察；而在报道美国国会被攻占
的场面时，他们永远聚焦于抗议
者的暴力行为。甚至还有媒体刻
意搬弄是非，发布文章细数美国
和香港暴力事件的所谓不同，竭
力证明“美国的暴徒才是暴徒”
这一可笑论调。

为什么同样的抗议者到了美国

就是“暴徒”，到了香港就是“民
主英雄”？为什么在美国就是“捍
卫民主自由”，在香港就成了“压
制民主自由”？

一些美西方政客认为自己对民
主有主导权和定义权，其实质是以
民主话语权来维护自身霸权和既得
利益。他们将香港发生的违法暴力
行为说成是“民主的要素”“亮丽
风景线”，其目的就是想要争夺香
港的控制权，把香港变成“反共堡
垒”，进而遏制中国发展。美国发
生的事，进一步将他们利用香港对
中国进行颠覆渗透破坏的祸心暴露
无遗。

事实证明，香港警察在执法
中始终保持克制专业，务求将伤亡
人数降到最低，更没有在对峙中造
成示威者死亡；香港示威者的诸多
行为，已经涉及颠覆特区政府、
危害国家安全、制造恐怖主义，
绝非追求公平正义的举动。在香
港实施国安法，是为了依法防范、

制止和惩治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
行为和活动，广大香港居民依法享
有的权利和自由丝毫不会受到影
响。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社
会开始由乱入治。

美国政客歪曲事实的“双标”
行为，终将产生“回火效应”，反
噬美国自身。靠霸权取得的话语
权、用话术装点出来的“民主”，
已经摇摇欲坠、岌岌可危。

在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中
国中央政府有坚定决心、坚强意
志和足够能力在“一国两制”制
度框架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任何针对中国进行“颜色革
命”的图谋都注定彻底失败并付
出沉重代价！

国务院台办 13 日举行
2021年首场新闻发布会。发
言人朱凤莲表示，春节是中
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
对两岸中国人来说，是阖家
团圆、喜迎新春的日子。受
疫情影响，今年有不少台湾
同胞会在大陆过年，我们将
全力保障在大陆台胞过个安
宁、祥和的好年。

这些政客还有脸对香港指手画脚？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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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1月 13日电 （记者陈
然） 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
局主办的第十四届亚洲金融论坛将于
1 月 18 日至 19 日在线举行。本届论
坛主题为“重塑世界经济新格局”，
网上平台云集16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
的政界领袖、金融及投资专家、商界
翘楚和经济学家，从多角度深入剖析
经济前景，发掘全球商机。

2021 亚洲金融论坛策划委员会
主席、渣打银行香港行政总裁禤惠仪
13 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新冠肺炎疫
情为世界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变，
疫苗的诞生令不明朗因素逐步减退。
随着经济及贸易活动回到正轨，环球
经济今年将步入重整期，企业会更积

极迎接新常态，例如进行企业转型、
提升科技水平等，这将为金融业带来
新的机遇。

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刘会平介绍，本
届论坛设有50多个讨论环节，提供平台
让与会者就可持续发展、创效投资、金
融科技、5G、公益慈善、创投和创业等课
题，探讨新常态下如何转危为机。

本届论坛将设有4场专题讨论环
节，包括“环球经济展望”“负责任
及创效投资”“后疫情时代的资产及
财富管理行业”以及“气候变化对保
险业的‘危’与‘机’”。主办方还
特别推出全新环节“明日对话”，旨
在探讨疫情下各行业前景，让业界全
面掌握当前形势，提升竞争力。

据新华社澳门1月 13日电 （记
者郭鑫）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
13 日公布，2020 年澳门共录得 6955
万人次出入境，其中入境旅客 591.7
万人次，按年分别减少64.2%和85%。

治安警察局表示，2020 年在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澳门出入境人
流出现较大跌幅，特区政府采取了果
断而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成功防控疫
情的同时，也使出入境人流自5月起
明显回升，经济民生得以逐步恢复。

2020 年 1 月 18 日 ，澳 门 共 有
638284人次出入境，是当年单日最高。
内地1月29日起暂停办理港澳旅游签

注，外籍人士自 3月 18日起禁止入境
澳门，广东省 3月 27日起对经粤澳口
岸入境的人员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因此澳门在 3月 28日仅录得 3794
人次出入境，是有记录以来最低。

在防疫措施逐步取得成效的基础
上，7月15日起，内地对从粤澳口岸进
入广东省人员不再实行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9 月 23 日起内地全面恢复办理
赴澳旅游签注，带动访澳旅客回升。

到 12 月份，日均出入境澳门人
流量已回升至29.9万人次，入境旅客
则为2.1万人次，但仍较2019年同期
分别下跌44.9%及78.5%。

入冬以来，为应对寒冷天气对电力设施的影响，贵州遵义动员和组织电力
部门的广大党员干部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用电需求，开展重点线路“机巡+人巡”
的方式，保障线路安全稳定运行。图为遵义市汇川区板桥供电所党员突击队员
针对辖区内浮冰观测点进行重点观测及除冰。 熊晓明摄 （人民视觉）

香港将在线举办亚洲金融论坛
探讨世界经济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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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依
托独特的冰天雪地资源，
丰富大众“旅游+冰雪+体
育”业态产品供给，每到冬
季，特色鲜明的冰雪景观、
大众冰雪体验产品和体育
赛事，吸引消费者观光体
验，让冰雪资源释放出强
大的经济发展动能。图为
游客近日在当地体验驾驶
雪地摩托车。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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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发布会上回答问题。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近日，澳门大学获国家正式批准立项建设“精准肿瘤学前沿科学中
心”。这是国家在港澳地区布局的首个前沿科学中心，将围绕癌症的发生与发
展、肿瘤微环境与免疫调控、癌症转移及耐药机制、高效药物开发及癌症个
体化治疗四个方向开展前沿科学研究工作。图为“精准肿瘤学前沿科学中
心”外观。 （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供图）

澳门2020年出入境人次同比减少逾六成

要闻·台港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