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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6 月 12 日在京举行
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安峰山就近期两岸关系事
宜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日前美国参议院有人提
出邀请蔡英文赴美国国会演讲，安峰山应询指
出，美方个别人士屡次发表不负责任言论，严
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我
们坚决反对。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美方应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要向“台独”分裂
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我们也正告民进党当局，
不要低估大陆方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决心和能力。任何挟洋自重、破坏两岸关系的
企图和行径必将失败，最终只会自食恶果。

逾万台胞将参与海峡论坛

发布会上，安峰山应询介绍了第11届海峡
论坛相关情况。他说，第 11 届海峡论坛将于 6
月 15 日开始在福建省举办，目前已有超过
10000名台湾各县市和各界别的民众报名参加海
峡论坛，规模超过以往历届。

安峰山介绍说，在为期一周时间里共有 60
余场活动，其中论坛大会将于 6月 16日上午在
厦门市举行。本届论坛由两岸80多家单位和社
团共同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海
峡论坛组委会办公室将于 6月 14日在厦门召开
新闻发布会。

安峰山表示，台湾民众参会规模创新高，
充分说明海峡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
泛性”的定位，积极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促进
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受到广大台湾民众普遍肯
定和广泛欢迎。两岸同胞的骨肉天亲是割舍不
断的，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
望，具有强大而深厚的民意基础。

针对台陆委会日前禁限台湾有关人士和团
体参加海峡论坛，安峰山在答问时表示，民进
党当局无理阻挠，暴露了他们惧怕两岸交流合

作走近走好的心态，影响不了海峡论坛的成功
举办。我们也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逆时代潮
流，开历史倒车，做两岸民间交流的绊脚石，
损害台湾同胞利益，否则只会遭到两岸同胞的
共同唾弃。

民进党当局挡不住两岸民众交流热情

有记者问：暑期将近，在当前两岸关系形
势下，两岸民间交流是否受到影响？近期有哪
些规模较大的两岸交流活动？对此，安峰山指
出，民进党当局加紧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交
往，在两岸交流领域蓄意挑衅和破坏，制造恶
性事端，但挡不住两岸民众交流的热情，近期
各地成功举办一系列两岸交流活动。

安峰山介绍说，“第二届两岸高校赛艇文化
研习营”活动 4 月 14 日至 22 日在陕西西安举
行，来自两岸及港澳地区 14所高校 308名师生
参加。“三好海峡杯”两岸中学生篮球邀请赛4
月27日至5月1日在上海举行。“情系齐鲁——
两岸文化和旅游联谊行”活动5月22日至29日
在山东举办，两岸文化、旅游业界约 350 位嘉
宾出席。5月28日至6月2日，“古韵今辉·乐融
两岸”苏台童声音乐汇活动在江苏举办，苏台
两地 400 多名中小学生以歌会友。5 月 18 日至
22 日，第 21 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举
办，1100多名台湾工商界人士参加。6月3日至
5日，“台商一起来，融入大湾区”主题活动在
广东举办，230多名台湾工商界人士参加，详细
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寻找
新商机。

安峰山表示，无论两岸关系形势如何变
化，我们都将持续推进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合
作，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暑期大陆还
将举办一系列交流活动。例如，第三届海峡两
岸学生棒球联赛成都分站赛将于 6 月下旬举

行，两岸 24 支学生棒球队将展开角逐，共约
600人参加，这是联赛创办以来首次在北京和深
圳以外的大陆城市举办。7 月中旬在上海将举
办“情系青春——两岸青年申城行”活动，两
岸艺术设计和旅游管理等相关专业 100 位青年
学子将深度感受海派文化风貌和底蕴，了解祖
国大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

安峰山还表示，两岸新旧动能转换高峰论
坛、津台会、云台会、湖北·武汉台湾周等也
将于近期陆续举办，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踊跃
参与，从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大陆有关机
构、企业还将开展台湾青年暑期实习活动，为
广大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逐梦、圆梦创造更
多机会。

绝不容忍“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

有记者问：日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
和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如果有人胆敢把
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
战，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请问这是否意味着大陆已做好“武统”准备？
对此，安峰山指出，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会
上的讲话明确表达了我们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
立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七十
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一个历史定论，也是新
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安峰山指出，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骨肉兄
弟和命运共同体，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以最大
诚意来追求争取和平统一前景，同时我们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也是坚定不移
的，绝不容忍“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

安峰山指出，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极少数

“台独”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绝不是针对台湾
同胞。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美方勿向“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本报记者 王 平

台商李先生在河
南省商丘市夏邑县郭
庄农贸区投资兴建食
品 加 工 企 业 ， 采 取

“ 公 司 + 贫 困 户 ” 模
式，与各农业生产基地
联姻，将双孢菇、黄桃、
梨、甜杏、玉米等大陆
农产品加工成罐头，出
口到欧美国家，助力当
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和村民脱贫致富。图为
台资企业金之荣食品
工业公司员工在生产
车间加工黄杏罐头。

苗育才摄
（人民视觉）

近日，2019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福建宣传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福
州三坊七巷举行，现场举行了20多项展演展示活动。图为在福州三坊七巷
的闽台传统武术展示区，武术表演者在表演香店拳。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非遗精品亮相三坊七巷

本报广州电 第三届官洲国际
生物论坛日前在广州国际生物岛举
办。来自全球生物医药领域的 600
多位专家学者、企业领袖纵论全球
新趋势下的产业脉动，共谋粤港澳
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论坛由广州市政府主办，由广
州高新区、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承
办，主题为“聚焦生物经济，共谋
湾区创新”。除主论坛外，还举办了
创新生物医药投融资论坛与广州中
以智慧医疗高峰论坛两个分论坛。
论坛期间，有意落户广州的 8 个优
秀生物医药产业项目进行路演，促
进投融资对接。

论坛开幕式上，粤港澳大湾区
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揭牌；香
港中文大学和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

广东省实验室举行签约仪式，双方
将共建“再生医学高等研究院”；同
期启动的再生医学省实验室器械项
目计划用 5 年时间投放超过 15 亿
元，资助一批生物医疗器械关键技
术研发项目。

《广州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蓝皮书》 于当天发布。蓝皮书显
示，广州高新区目前已聚集生物医
药领域企业超过 600 家，2018 年实
现营业规模超过 785 亿元，约占广
州市 60%，并于 2018 年 4 月获评中
国“生物医药最佳园区奖”。

首届官洲国际生物论坛于 2017
年举办，以后每年一届，永久会址
落户广州国际生物岛，并逐渐成为
全球最著名的生物医药产业国际论
坛之一。

推动粤港澳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官洲国际生物论坛在广州举行

6 月 12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
发展”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国家医疗保障局等部门
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促进社会办医
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相关情况。

找准定位

“社会办医要行稳致远，必须
先找准定位。”在国家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王贺胜看来，“找准定位”
是社会办医相关政策的出发点、
落脚点，也是这项事业顺利发展
的前提条件。

王贺胜指出，社会办医的定位
表明，其旨在满足群众多层次、多
样化、差异化的健康服务需求。比
如，伴随着“银发浪潮”到来，日益
增多的康复、护理、医养结合等方
面的服务需求；比如，儿科、精神
科、妇产科、眼科、医疗美容等社会
紧缺的医疗卫生服务专业领域的
需求；再比如，对独立的第三方机
构在医学检验、血液透析、医学影

像等方面的需求。
在满足这些需求方面，社会办医

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在一些领域形
成了学科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
群众的认可，建立了品牌影响力。

政策支持

王 贺 胜 介 绍 ， 截 至 2018 年
底，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近 46 万
个，占比 46%；社会办医院数量
达到 2.1 万个，占比超 63%。社会
办医的人员、床位、诊疗量占比
均实现了稳定增长。为推动社会
办医进一步发展，《关于促进社会
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
近日印发，《意见》 推出的支持政
策内容十分丰富，既有扩大土地
供给、实施税收优惠，又有加大
信息技术支持和完善医保政策支
持等，充分彰显“平等”“放开”
理念。

“平等”是指社会办医疗机构
享有与公办医疗机构相同或相似
待遇。比如，在享受支持政策方

面，《意见》 规定，社会力量在医
疗资源薄弱区域和短缺专科领域
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当地
政府可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提供
场 地 或 租 金 补 贴 和 其 他 支 持 政
策。比如，在职称评审和人员培
训方面，《意见》 规定，各地社会
办医专业技术人员与公立医疗机
构专业技术人员一样同等参与职
称评审，且不受岗位比例限制。
再比如，在医学类科研方面，《意
见》 规定，科研项目承担单位的
选择坚持公开平等择优原则，一
律不得对拟作为项目承担单位医
疗机构的性质进行限制。

“放开”是指消减社会办医领
域 管 制 措 施 。 比 如 ， 在 环 评 方
面，《意见》规定，设置20张床位
以下或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医疗机构，可
实行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意见》 规
定，政府对社会办医区域总量和
空间布局不作规划限制；2019—
2020 年，在北京、上海等 10 个城

市试点诊所备案管理。

加强监管

《意见》 在加强管理和提供服
务方面出台了系统措施，确保给
社会办医“松绑”的同时，稳步
提高其服务质量。

医保基金是医疗服务的战略
购买方，社会办医的发展离不开医
保基金的支持。国家医疗保障局医
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表示，国
家医疗保障局将继续坚持对不同
性质的医疗机构采取一视同仁的
政策。严格按照《意见》的要求，一
方面，优化医保定点前置条件，缩
短申请等待时间，为社会办医疗
机构申请医保定点提供宽松的环
境和便利条件；另一方面，进一
步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
开展医保信用管理，完善基于大
数据的医保智能监控体系，提升
智能监控质量，建立定点医疗机
构协议管理的退出机制，严厉打
击恶意欺诈骗保的行为。

促进社会办医 中国放大招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台企助夏邑农民脱贫台企助夏邑农民脱贫台企助夏邑农民脱贫

一项正常的法律修改议程，在香港一些反
对分子的危言恐吓下，在与之沆瀣一气的外部
势力推波助澜下，已经演变成一场严重的社会
事件。6月9日，他们组织暴徒冲击立法会，警
员满脸流血的场景宛若昨天。12 日下午，他们
又煽惑一批民众暴力冲击立法会，导致香港金
钟一带陷入瘫痪。制造骚乱、拖垮香港，激进
的反对分子已暴露出自己的险恶用心。

为了堵塞法律漏洞，为了不让杀人凶手逍
遥法外，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推动修订 《逃犯条
例》 和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程序
公正，法律基础坚实，应急现实需要并符合国
际惯例，特区政府更拿出诚挚态度密集倾听市
民心声，多次对草案内容作出调整修改。可移
交罪类由 46 项缩减为 36 项，移交逃犯的刑期
门槛大幅提高至可判处最高刑罚 7 年或以上，
保障人权的政策声明也已列明，修例草案也
还在讨论进行中，对此，反对分子却一贯不
顾不问，一直妖言惑众，一再发起暴力冲击
行动，一心想让非法“占中”、旺角暴乱的阴
霾再次笼罩香港。事至于此，越来越多的人已
看清真相，暴力祸港是他们的手段，也是他们
的诉求。

修例工作被高度妖魔化、政治化，尚可以
通过解疑释惑让被煽惑的民众明辨是非，而将
反对修例的行动推至暴力化，把被煽惑的民众
拉入危险境地，撕裂繁荣稳定发展的香港，则
是在伤害香港最核心的价值和利益。11 日，暴
徒向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及其家人发出死亡恐
吓信；12 日，立法会示威区外，地砖被撬了
起来，物资被大量囤积，最紧俏的物品竟然
是头盔；这两日，金钟一带行市停摆，不少
公司已考虑员工安全无奈放假；特区政府发
言人更发出提示，提醒市民一些示威者使用
很危险的武器，示威区存在严重安全威胁。
处心积虑谋划、发起激烈抗争，不遗余力制
造社会混乱、骚乱，打着反修例旗号的激进
分子只想把更多人裹挟进来，把整个香港裹
挟进来，以市民的生命安全、香港的繁荣稳
定为筹码达成目的。

面对修例，92 万民众在网上联署签名表示
支持，民意昭昭；面对暴力，社会各界更是一
致谴责、表示愤慨。香港圣公会、天主教香港
教区呼吁各界平心静气讨论如何解决争议，避
免社会陷入混乱；香港校董学会理事会发表声
明，指以“最愤怒及沉痛的心情向意图毁灭香
港、坑陷我们珍贵的以百万计的未来一代青年

的恶毒者”予以最严厉的谴责；不少警员在暴力冲击中受伤，香港警察队
员佐级协会主席以“无怨的信念”为题向警员发信指出，香港警察不惧怕
暴徒，“我们容忍，我们克制，但不代表我们容许不法分子公然践踏香港法
治，我们更不容许暴徒以暴力要挟政府和国家”。

香港最大的民意是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
将造福每一位香港同胞。特区政府推动修例是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
在不同司法区域间建立互助协议香港也早已有之，一项彰显香港社会的法
治和公平正义之举需要人们在理性讨论中形成共识。激进分子打“暴力
牌”阻扰、外部势力打“遏制牌”干扰，已经超出事件本身，站在了与法
治为敌、与民意为敌的一边。

外交部已多番明确表示，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的修例工
作，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香港特区的立法工作。试图通过暴力冲击
延缓特区政府施政步伐的目的不可能得逞，破坏香港法治、损害香港繁荣
稳定和良好形象的行径一定失败。我们相信，为自己负责、为家人负责、
为同事同学朋友负责、为香港未来负责的市民会选择远离煽惑与暴力，会
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守护社会秩序。修例这一法律问题也必将会在公
正公开的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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