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国际时评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于佳欣）海南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26日正式发布，这是我国跨境服贸领域首张负面清单，
体现了更高的开放度、透明度、可预见度。这一制度型开放举
措，不仅有助于推动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也将进一步激发我
国跨境服务贸易潜力，更好地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商务部网站于26日公布了清单内容，列出针对境外服务提
供者的11个门类70项特别管理措施。据悉，凡是在清单之外的
领域，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对境内外服务提供者在跨境服务贸
易方面一视同仁、平等准入。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在国新办当日
召开的发布会上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签订自贸协定时，在跨
境服贸领域作出的是正面清单承诺，首张负面清单的出台是对
现有服务贸易管理模式的重大突破，体现了高标准对接国际经
贸规则。清单还体现了更大力度的自主开放。据王受文介绍，
负面清单在专业服务、交通服务、金融等领域作出较高水平开放
安排，不仅超过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也高于我国已生效的
主要自贸协定相应领域开放水平。比如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
诺开放的 100 个分部门里，负面清单有 70 多个分部门开放度超
过当时承诺。

此外，清单还体现了海南特点，在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开放安排，如放开外籍游艇进
出海南自由贸易港申请引航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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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郑明达、成欣）外交部
发言人赵立坚26日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批评
美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
生物实验室的理性声音不断增多。美方应该尽快拿出
透明、负责的态度，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赴美、调查德
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还世界一个真相。

近期，多国媒体和专家纷纷发声，批评美国将溯源
问题政治化，表示应当对美国、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
室进行溯源调查。对此，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
关提问时表示，美方一些人执意借溯源搞政治操弄，妄
图为自身抗疫不力转移视线、“甩锅”推责，其险恶用心
早已被世人戳穿。

“美国是世界上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国家，美
国早期感染病例的时间线还在提前，美国德特里克堡和

‘电子烟疾病’之间的谜团仍未解开。”赵立坚说，“如果
要查实验室，世卫组织应赴德特里克堡调查。”

最新统计显示，呼吁世卫组织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
生物实验室的中国网民联署签名已超过 1300 万。然
而，美方迄未作出积极回应。据报道，联署服务器还一
度遭到多个美国IP地址的网络攻击。对此，赵立坚表
示，在这一问题上，美方欠中国网民两个交代。

其一，关于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存在的各种疑
点，美方应该给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面对千万中国网民的正义呼声，美方为何还在装
聋作哑？美方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遮遮掩掩，迟迟不
敢回应德特里克堡的问题？美方不是声称透明吗？你
们的透明度在哪里？”赵立坚说。

其二，关于联署服务器遭到来自美国的网络攻击，
美方应该给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赵立坚说，就在上周，美方还纠集个别盟友，在网络
安全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抹黑。这次联署服务
器遭受攻击事件，再次暴露了美方在网络安全上的虚伪
双标，验明了美国作为全球头号“黑客帝国”的真身。

“如果美方真的‘捍卫’网络安全、‘支持’言论自由，
就应该反躬自省，与各国一道共同维护网络安全，而非一面纵容其国内黑客网
络攻击行径，一面向别国泼脏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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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出的
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设想表示“不接受”
后，美方又开始向中国泼脏水。美方一些
人挖空心思“带节奏”，罔顾科学事实，用政
治手段操弄病毒溯源，大搞“有罪推定”。
在全球抗疫形势依然极其严峻的情况下，
美方政治操弄的言行无益于全球抗疫合作
大局，是真正对全球抗疫的不负责任。

中方在溯源问题上一直秉持开放、透
明态度，已经两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
华。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
究报告明确得出了“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
结论，国际科学界对此也有广泛共识。令
人遗憾的是，这份工作计划仍坚持将“中国
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作为研究
重点，刻意忽略了全球早期病例、冷链传播
病毒等重要研究方向。这不得不让人联想
到，这份文件是在呼应美国等个别国家鼓
噪的“实验室泄漏论”。面对一份受到严重
政治化干扰的文件，一份丢失科学客观原
则、缺乏合作精神的文件，中国的不接受有
理有据，合情合理。

一段时间以来，已有越来越多2019 年
下半年全球多点多地出现新冠病例的报
道，仅在美国就有至少 5 个州的新冠病毒
感染情况早于美国首例确诊病例报告时
间。这些都说明，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
杂的科学问题，应基于全球视野，由国际
科学界合作开展。但美国个别人视科学和

事实而不见，炒作所谓“实验室泄漏论”，
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将政治私利置于
人民生命健康之上，这也是美国抗疫不力
的重要原因。

说到底，美方支持所谓“调查”是假，借
“调查”之名对中国污名化是真。探究在全
球肆虐的新冠病毒起源、传播及演变，是国
际科学界面临的艰难课题，其科研举证过
程复杂，需要众多生物学信息和流行病学
证据汇聚成相互支持的证据链，耗时长且
存在不确定性。此前一系列研究显示，美
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巴西等多国出现
遭病毒侵袭痕迹的时间早于武汉首例病
例。美方盯住中国不放，目的很清楚，就是
转移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达到抹黑打压
别国的政治目的。

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做法不得人心。
迄今已经有近60个国家致函世卫组织，认
同第一阶段溯源研究成果，反对溯源政治
化图谋。芬兰外长哈维斯托认为，溯源应
当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葡萄牙外长席尔瓦
表示，溯源是为了更好应对未来，而不是针
对或指责特定国家，葡方不支持任何将溯
源和世卫组织政治化的行为。

中国愿秉持开放、透明、科学、合作的
精神，继续支持和参与全球溯源合作，但病
毒溯源绝不容许政治干涉。美国重返世卫
组织，心思应该放在加入国际抗疫合作上，
而不是借台继续散布各种政治病毒。借疫
情污名化、将溯源政治化的图谋和行径，只
会遭到国际社会坚决反对，注定不会得逞。

（新华社日内瓦7月26日电）

美方在病毒溯源上“带节奏”极不负责

辛苦了
向抗疫一线的你们致敬！

为进一步快速有效阻断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江苏
省南京市对全市常住人口、外来人员开展第二轮全员
核酸检测，并加强对离城通道的管控。连日来，在全
体市民积极配合下，医护人员、志愿者、社区网格员以
及交通、公安等各部门齐心合力，不舍昼夜，连续奋战
在疫情防控一线，全力守护城市安宁。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 7月21日，在南京市江宁区万科·金域蓝湾
小区核酸检测点，医生和社区志愿者交流。

▶ 7月21日，在南京市江宁区万科·金域蓝湾
小区核酸检测点，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楠
（右）和同事在进行准备工作。

百年求索，正道沧桑。沧海横流，砥
柱巍然。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
共产党坚强领导。”7月1日，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情回顾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深
刻揭示奋进新征程的根本保证是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

历史如镜，镜鉴现实，也映照未来。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之时，这首动人的旋律，在神州大地
上传唱，唱出了人民的心声，激荡出历史
的定论。

记忆翻涌，穿越百年时空。
100 年前，面对日益衰弱的国家，面

对陷入深重灾难的民族，无数仁人志士
不懈奋斗、壮怀激烈，却没能找到一条使
中华民族走出积贫积弱、走向昌盛繁荣
的道路。

100年后，中国已经创造了世所罕见
的“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
长期稳定。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
去不复返了！”

从山河破碎到江山多娇，从“一去不
复返”到“不可逆转”……探寻百年辉煌的
背后，一条线索清晰可见，那就是：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

日出东方，其道大光。一路走来，始
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

为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以创新的精
神迎接执政考验，以开放的胸怀应对国
际挑战，用科学发展的理念不断创造着
中国奇迹，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新境界。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回答时
代的新期望，关键在党。

行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
汇处、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
口，一个真理不断被验证——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
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
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

千年企盼，今朝梦圆。
为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25.5万个驻

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
部、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尽
锐出战，1800多名党员、干部献出生命……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
之举应对非常之事；全国人民风雨同舟、
众志成城，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
广大医务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舍生
忘死挽救生命，最终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中国率先走出疫情的阴霾，社会运
行恢复如初。”外国媒体感叹，中国共产党
正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其治理能力。

大战大考的“中流砥柱”，越是经历风

险挑战、惊涛骇浪，越是巍然不动、傲然屹
立，展现平波镇浪的雄伟力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祝灵
君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具有
持之以恒保障和谋划人民长远利益的优
势，具有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优势，具有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具有灿烂历史
文化延续发展不断创新的优势。

善用优势，乘势而上。
百年的筑梦路程已经证明并将继续

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根本保证。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创造新的

历史伟业，必须有坚强有力的党来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
导一切的”，并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中鲜明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立一个
坚强的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2016 年金秋，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明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始终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保障——

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
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等党
内法规；作出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国务院党
组、全国政协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
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等制度性安
排；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 4 个领导小组改为
委员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善了
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把坚持党
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
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
面，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提高
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和
定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

2021年1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
讨班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

“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
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着眼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强调推动党对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职能配置上更加科
学合理、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备完善、在
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

这是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
局、起好步的必然要求。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政党，伟大的
政党成就伟大的事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已经开启，继续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承载着亿万人民梦想的

“中国号”巨轮必将劈波斩浪、直济沧海，
胜利驶向光辉彼岸。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系列述评之一

新华社记者 黄 玥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25日电（记者谭晶晶）美国国家过敏症
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25日表示，美国新冠确诊病例
数正不断激增，尤其是未接种疫苗者当中的感染病例迅速增多，
美国正沿着“错误方向”发展。

福奇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仍有
约半数人口未完全接种疫苗，这对美国来说是个问题。近期美国
新冠死亡病例大多来自未接种疫苗的群体。福奇说，美国的新冠
疫情实际上已成为未接种疫苗群体的疫情。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前疫情模型数据显示，如果
疫苗接种率不能提高，美国面临的最坏情况将是每日新增新冠死
亡病例4000例。

近期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住院病例、死亡病例等核心指
标严重反弹。美疾控中心公布的最新每周疫情报告显示，目前全
美近90%地区的新冠确诊病例数都在攀升。

美疾控中心表示，近期疫情指标严重反弹与高传染性变异病
毒——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有很大关系。据介绍，目前美国所有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都是由感染变异新冠病毒所致，其中德尔塔毒
株占主导地位，估计其导致的感染病例占近期全美新增确诊病例
的83.2%。

新冠病例数持续激增

福奇：美国抗疫“走错方向”

伦敦遭遇暴雨
7月25日，车辆在英国伦敦积水的路面上行驶。英国首都伦

敦25日遭遇强雷雨天气，道路积水严重，一些车辆被困。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