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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8 日，中国太保产、寿险江西
分公司联合举办“而立太保、服务有我”
媒体开放日活动，来自省内多家媒体工
作者来到现场、门店参加活动，活动同
时邀请了“太享服”服务体验官全程参
与。

现场，媒体工作者和体验官们走进

南昌中心支公司星级服务门店，在门店
经理的指引下，了解了功能区设置和前
台服务模块，沉浸式体验了智能机器人
和智慧平板自助服务，并现场与“灵犀 2
号”进行互动。“灵犀 2 号”凭借造型可爱
的形象、流程方便的服务受到与会人员
的称赞。随后，大家参观了理赔服务中

心，近距离了解科室划分和服务处理流
程，以及“官微”服务功能。现场还组织
了智慧服务“服务记录仪”“微信快赔”
等实操演示交流。此次开放日展示了
公司经营发展、科技服务、公益活动等
情况，并现场解答了媒体和社会公众关
心的问题。

产、寿险江西分公司将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与主流媒体的互动、沟通，深
化社会各界和客户对公司发展历程、经
营成果、产品服务、创新科技等领域的认
知，继续践行“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承
诺，进一步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
服务。 （袁宏伟）

中国太保产、寿险江西分公司联合举办
“而立太保、服务有我”媒体开放日活动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
近日印发通报，对 2020 年落实稳就业保
民生、打好三大攻坚战、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创新驱动发
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有关重大政策
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 216 个
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相应采取资金、项
目、土地、改革先行先试等 30 项奖励支
持措施。

通报指出，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
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第一年。各地区、各部门要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结
合自身实际，积极开拓创新，勇于攻坚
克难，增强抓落实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此次督查激励的地方名单共 30 组，
包括河北、云南、新疆等 22 个省份完成
扶贫开发任务、减贫成效显著、综合评
价好；福建省上杭县、湖南省浏阳市、甘

肃省卓尼县等 17 个地方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成效明显；上海市徐汇区、河
南省驻马店市、海南省文昌市等 20 个地
方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显著、落实事
中事后监管等相关政策措施社会反映
好；江苏省丰县、江西省兴国县、湖北省
宜昌市等 16 个地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成效好；北京市海淀区、广东省深圳市
南山区、四川天府新区等 13 个区域“双
创”示范基地推动“双创”政策落地等成
效明显；浙江、安徽等 4 个省份促进失业
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及各类重点群体就
业创业任务完成较好等。

国务院办公厅有关负责人介绍，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正向激励机

制的工作要求，国务院办公厅自 2017 年
起已连续 5 年对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予以表扬和
政策激励，有力推动了党中央、国务院
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进一步调动和
激发了各地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此次受激励地方
典型性、示范性较强。216 个拟激励地
方中，东部地区 87 个，中部地区 61 个，
西部地区 68 个，兼顾了东、中、西部地区
平衡；市级 75 个，县级 112 个，市县占比
接近 90%，体现了向基层倾斜的原则。

目前，各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组织兑现
各项激励措施，指导地方用足用好激励政
策，确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国办印发通报

对2020年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

自特朗普政府时期以来，“基于规则
的国际秩序”就常挂在美国政客嘴边，他
们试图利用话语陷阱诱导人们把中国视
为“规则的破坏者”“秩序的颠覆者”，给中
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活动强加上“原罪”，
为美国对华无理蛮横之举“正名”。

但目睹美国种种单边主义、霸权主
义、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的举动，
世人不禁要问：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国
际秩序”到底是什么？美国为什么常常不
遵守自己倡导的规则？真正公平合理的
国际秩序又是什么？

服务美国利益
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

实就是指二战后“美国领导下的自由国际
秩序”，包括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条约安排
等，内容涉及方方面面。

有学者指出，这套秩序由美国及其西
方盟友主导，保留了不少帝国主义和殖民
主义特质，其主要目的是维护美国的霸权
和利益，把西方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在
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等各领域对广大发
展中国家进行不同程度的压制，从而导致
或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问题。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于洁认为，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
序暗含的意思是，世界各国都应当实行多
党代议制的西方民主模式。但过去20年
来，恰恰是这套政治制度自身出现了不少
亟待解决的问题。

于洁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西
方国家元气大伤，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走
出那场危机的负面影响，这让世界各国看
到了西方模式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
脆弱性。因此，过去十多年来，发展中国
家更加积极地要求转变现行国际规则，大
大提高自身话语权。“这种诉求在今后十
年中会愈加强烈。”

“强权即公理”
美国口口声声宣称要捍卫“基于规则

的国际秩序”，这个超级大国自身在遵守
国际秩序方面却一贯我行我素，与中国始
终坚持在国际上维护公平正义的做法形
成鲜明对比。

不论是伊朗核问题协议、《巴黎协定》
等国际协议，还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美国说退就退，
毫不顾及国际规则和别国利益。美国还
无视国际法，在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
的情况下屡屡对别国采取军事行动，公然

插手干预别国内政、煽动挑唆“颜色革
命”，令许多国家局势动荡、民不聊生。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瓦
尔特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撰文指出，美
国在认为国际秩序不利于自己之时，就按
自己的意愿忽略、逃避或改变秩序。美国
应该诚实地承认，自己就是认可“强权即
公理”和“赢者通吃”。

瓦尔特指出，即便是美国的盟国也希
望美国能更谨慎地使用自己的领导地位，
遵守自己倡导的秩序。

与美国自私自利的“国际秩序观”相
反，中国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这才是真正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更加
公平合理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也更加
符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世界大趋势。

多极化趋势
美国一直试图垄断国际秩序和相关

规则的制定权，但在全球化时代，随着世
界格局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国从一
己之私出发塑造国际秩序、肆意玩弄规则
的做法面临越来越强的阻力。

国际秩序不可避免要反映全球深层
次的力量平衡。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

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在《外交政策》网
站刊文指出，现代社会的稳定秩序从来都
基于实力平衡，中美双方必须接受某种形
式的共存。

分析人士认为，从历史上看，没有哪
一个国家可以掌控国际秩序的所有规则，
即便是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诸多
重大国际议题上也不能随心所欲，而要与
相关各方进行谈判、沟通。

中方主张，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
义。各国应该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办
事，不能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能借多
边主义之名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

美国应客观看待世界多极化潮流，放
弃“强权即公理”的霸权主义逻辑，为国际
社会提供更多发展红利和安全保障，而不
是用扣帽子的手段来围堵打压中国，那样
只会给世界的稳定与发展、秩序与规则带
来更多不确定性。

（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三问美国“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5 月7 日
电（记者谢希瑶）海关总署
7日发布统计数据，今年前 4
个月，我国贸易货物进出口
总值11.62万亿元，同比增长
28.5%，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1.8%。我国外贸继一季度
同比增长 29.2%实现“开门
红”后，延续了稳中加固、稳
中向好的态势。

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
国出口 6.32 万亿元，同比增
长 33.8%，比 2019 年同期增
长24.8%；进口5.3万亿元，同
比增长 22.7%，比 2019 年同
期增长18.4%；贸易顺差1.02
万亿元，同比增加149.7%。

从 4 月当月看，我国进
出口总值 3.15 万亿元，同比
增长 26.6%，环比增长 4.2%，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5.2%。
其中，出口1.71万亿元，同比
增 长 22.2% ，环 比 增 长
10.1%，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1.6%；进口 1.44 万亿元，同
比 增 长 32.2% ，环 比 下 降
2.2%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8.4%；贸易顺差 2765 亿元，
同比减少12.4%。

数据显示，前 4个月，我
国一般贸易进出口7.16万亿
元，同比增长 32.3%，占我国
外贸总值的 61.6%。此外，

我国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
口 1.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2%。

民营企业表现依然亮
眼，进出口持续增长。前 4
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5.48
万亿元，增长 40.8%，占我国
外贸总值的47.2%。

从贸易伙伴来看，东
盟、欧盟、美国和日本是我
国前四大贸易伙伴，前 4 个
月分别进出口 1.72 万亿元、
1.63 万亿元、1.44 万亿元和
7706.4亿元，分别增长27.6%、
32.1%、50.3%和16.2%。

值得一提的是，同期我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合计进出口 3.43 万亿元，增
长24.8%。

数据还显示，前4个月，
我国出口机电产品3.79万亿
元，增长 36.3%，占出口总值
的 59.9%。同期我国防疫物
资出口保持增长，包括口罩在
内的纺织品出口增长9.5%。

进口方面，同期我国主
要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
其中，进口铁矿砂3.82亿吨，
增加 6.7%；原油 1.8 亿吨，增
加 7.2% ；天 然 气 3945.9 万
吨，增加 22.4%；大豆 2862.7
万吨，增加16.8%；钢材489.1
万吨，增加16.9%。

稳中向好！

我国前4月进出口
同比增长28.5%

江西省军区南昌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原南昌
警备区副参谋长纪干同志（副师职待遇），因病于2021年5月
1日在江西南昌逝世，享年93岁。

纪干同志系江苏泗洪人，1944年8月入伍，1943年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纪干同志逝世

据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记者刘开雄）国家外汇管理局
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982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282亿美元，升幅为0.89%。

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为31982亿美元

据新华社西昌 5 月 7 日电 （李国利、赵金龙）5 月 7 日 2
时 11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
箭，成功将遥感三十号 08 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
轨道。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三十号08组卫星

据新华社伦敦5 月6 日
电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日
前刊登的一篇报道说，世界
卫生组织正对中国的两款疫
苗开展紧急使用授权评估，
一旦获批，这两款疫苗有助
填补目前“新冠疫苗实施计
划”的供应缺口，让低收入国
家实现大规模疫苗分发。

世卫组织此前表示，分
别由中国国药集团和中国
科兴公司研制的两款新冠
疫苗已进入世卫组织紧急
使用授权评估的最后阶段，
最终结果有望近期公布。

发表在《自然》杂志网
站新闻版块的文章说，“新
冠疫苗实施计划”打算在
2021 年向全球分发 20 亿剂
疫苗，但目前只完成了约

5000 万剂；鉴于当前全球疫
苗供应严重受限，对中国疫
苗的需求非常迫切。

文章援引孟加拉国国
际腹泻疾病研究中心免疫
学家菲尔道茜·卡德丽的话
说，对中国疫苗的需求是巨
大的。卡德丽指出，世卫组
织的审批流程涉及疫苗的
安全性、有效性和生产质量
方面的评估。获批疫苗可
以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
采购对象。

文章特别指出，对于许
多国家和地区来说，中国疫
苗是唯一可及的疫苗。在
巴西、土耳其、智利等正接
种中国疫苗的国家，当地研
究人员也已看到这些疫苗
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效果。

《自然》报道：

中国疫苗有助填补全球疫苗供应缺口

▲5月7日，贵州省遵义
市正安县机关幼儿园的老师
带着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新华社发（赵永章摄）

你笑起来

真 好 看

世界精神卫生组织将
每年的 5 月 8 日定为“世界
微笑日”，希望通过微笑促
进人类身心健康，增进社会
和谐。

◀5月7日，江苏省无锡
市梁溪区广益中心幼儿园的
小朋友在展示笑脸。

新华社发（朱吉鹏摄）

（上接第1版）
比奥表示，我对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和塞中建
交 50 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坚持人民至上，在摆脱
贫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
面取得突出重大成就，不仅
使中国更加强盛，也为世界
和平安全和经济增长作出
重要贡献。感谢中方为塞方
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抗击疫情
提供的实实在在的帮助，中
国是塞拉利昂和非洲人民真
正的、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
策，坚定支持中方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塞方
愿同中方深化塞中友好关
系，加强教育、卫生、粮食安
全等领域合作，推进中非合
作论坛框架下的合作。

新华社北京 5 月 7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7日同刚
果（金）总统齐塞克迪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刚果（金）
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合作
伙伴，相互支持、相互信任
是两国优良传统。中方始
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发展中刚关系，支持
刚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愿同刚方
加强政治交往和治国理政
交流。刚方加入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为中刚合作搭
建了新平台、开辟了新前
景。中方愿同刚方共同规
划下一步合作，加强经贸、
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农业、
文化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
中刚关系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中非传统友谊和
政治互信持续深化，贸易投
资等领域合作势头强劲，国
际事务协作更加紧密。加
强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始
终 是 中 方 坚 定 的 战 略 选
择。中方支持刚果（金）履
职非盟轮值主席，愿同刚方
加强沟通和协调，开好新一
届中非合作论坛会议，深化
中非在自由贸易区建设、公
共卫生、和平安全、气候变
化等领域合作，共同开创中
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新局面。中方支持非洲落
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推动国际社会形成
支持非洲发展的合力。

齐塞克迪表示，我谨代
表刚果（金）和非盟对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表示热
烈祝贺。刚中友谊深厚，刚
方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致力于刚中友好，成为
中 方 在 非 洲 重 要 合 作 伙
伴。刚方愿同中方密切交
往，深化经贸、资源、基础设
施等领域合作。感谢中方
为非洲国家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提供物资、疫苗等援
助，非方希望同中方就抗击
疫情、恢复经济、环境保护、
自由贸易区建设等领域加
强合作，推动非中关系和非
中合作论坛取得新发展。

新华社北京 5 月 7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7日同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通电话。

习近平对巴赫连任国
际奥委会主席表示祝贺，表
示在巴赫主席领导下，国际
奥委会团结各方力量，推动
奥林匹克运动蓬勃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
际奥委会做了不少工作，为
全球团结抗疫提供了正能
量。疫情对奥运会等体育
盛会造成很大影响。中方
愿继续配合国际奥委会，支
持举办东京奥运会。中方
愿同国际奥委会加强疫苗
合作，共同构建保护运动员
安全参赛的有效屏障。

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在
围绕如期举办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目标，稳步推进各
项筹办工作。目前，所有竞
赛场馆全部完工，赛事组织
和场馆运行有序开展，赛会
服务保障工作加快推进，宣
传推广和文化活动有序推
进。中方举办了雪上项目、
冰上项目测试活动，对办赛
涉及的关键要素进行了有
效检验。中方将组织好下
半年各项测试赛，为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打下更加坚
实的基础。

习近平强调，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是世界各国的
盛会，是全球运动员公平竞
技的舞台。感谢国际奥委
会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筹 办 提 供 积 极 支 持 和 指
导。中方对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如期成功举行充满
信心，愿同国际奥委会和国
际社会一道，确保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成为一届简
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

巴赫表示，祝贺中国各
领域发展取得骄傲的成就，
特别是中国率先成功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率先恢复经济
增长，为全球抗疫合作和经
济复苏发挥了重要引领作
用。国际奥委会高度重视同
中方的良好合作，愿同中方
加强疫苗合作。当前北京冬
奥会筹备工作处于重要阶
段。国际奥委会坚守《奥林
匹克宪章》，反对将奥林匹克
运动政治化，愿同中方继续
密切合作，全力支持中方如
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相信北京冬奥会、冬残
奥会将向世界展现抗击疫情
的榜样力量，推动世界冰雪
运动发展，为奥林匹克运动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新华社快讯：

中国国药新冠疫苗获世卫组
织紧急使用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