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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郑
明达 董雪）针对美国内有声音质疑中
国气候行动力度还不够大，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27日表示，没有比较就没
有鉴别。去年中方接连宣示系列重大
气候政策，体现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坚定决心。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新政府已将应对气候变化列为
施政重点之一，宣布将重返《巴黎协
定》。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也有一些声
音认为中国气候行动的力度还不够
大，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赵立坚说，去年中方接连宣示系
列重大气候政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目标和努
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愿景，以
及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四项新
举措，包括碳强度、非化石能源占比、

森林蓄积量和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
机容量等。

“以上气候政策，是中国根据国
情和能力作出的最大努力，展现了

《巴黎协定》所要求的‘反映尽可能大
的力度’，体现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坚定决心，是中国为全球气候变化进
程作出的新贡献，获国际社会广泛赞
誉。”他说。

“中国气候行动力度有多大呢？
我给大家举两个简单的例子。”赵立
坚说，第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中国提出的碳中和目标仅晚
于主要发达国家10年。第二，从时间
跨度看，大多数发达国家从达峰到作
出 2050 年碳中和承诺的所需过渡期
约为 60 年。中方承诺力争于 2030 年
前排放达峰，努力于2060年实现碳中
和，计划从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约

为30年。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60 年和

30年的对比，突显了中方承诺和行动
力度之大。”赵立坚说，中国要实现这
个目标，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努力。

他说，美国是全球历史第一排放
大国和当前排放大国，前任政府气候
行动严重退步，退出《巴黎协定》，拒不
承担减排出资义务，严重削弱了国际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和努力。中
方期待美方尽快弥补长达四年的断档
和空缺，尽快在《巴黎协定》下提交有
力度的国家自主贡献和长期温室气体
低排放发展战略，让国际社会感受到
美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严肃性。

“真正实现《巴黎协定》目标，需
要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和突破，需要各
国在多边框架下开展共同行动、深化
合作，中方对话与合作的大门永远敞
开。”赵立坚说。

中国气候行动力度有多大？

外交部发言人用两个对比说明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石
龙洪 陈舒 查文晔）针对有记者问解
放军密集在台海进行实战化演练会
否发生擦枪走火，国台办发言人朱凤
莲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
出，这取决于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
力进行谋“独”挑衅到什么样的程度。

在回答有关问题时，朱凤莲还指
出，关于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实战
性演练，我们多次表达过立场。台湾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上世纪40

年代末台湾问题因内战产生以来，我
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
和决心一直坚定，从来没有改变。为
有效应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
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我们不
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措
施的选项。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不
会改变。

朱凤莲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民
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不断变
换手法进行谋“独”挑衅，妄图分裂国

家、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严重损
害两岸同胞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根
本利益，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她表示，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
实战化演练，就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严正警告外部势力停止
干涉、严正警告“台独”分裂势力停止
挑衅。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护台海地
区和平稳定，才能够维护两岸同胞共
同利益，才能够维护两岸和平统一的
前景。

台海会否擦枪走火？

国台办：取决于民进党谋“独”挑衅程度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记者魏
玉坤 刘夏村）针对山东烟台笏山金矿

“1·10”事故，国务院安委办27日对山
东省人民政府进行安全生产约谈。
当日，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事故查
处实行挂牌督办，应急管理部指派国
家矿山安监局副局长带队进驻督导
山东彻查事故原因，严查事故迟报瞒
报过程，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约谈指出，事故发生后，该矿迟
报、瞒报事故，严重影响最佳救援时
间，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
大损失，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山东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不深入不扎实，对
违法违规行为打击不力，矿山安全生
产事故教训吸取不深刻、重大灾害风

险不断加剧、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
应急救援处置能力不足、地方监管不
到位等问题，必须认真研究加以解
决。

约谈要求，山东省各地区、有关
部门和矿山企业要明确矿山安全监
管各部门职责，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
代价谋求一时一地、一企一矿的发
展。要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坚决防止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
屡罚不改”。要加大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的矿山和落后产能关闭退出力
度，提高非煤矿山最小开采规模和最
低服务年限标准，加快建设一批无人
少人智慧矿山，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要严肃事故调查处理和责任追究，查

清事故及迟报原因，坚决依法严厉处
罚，向社会公布事故调查报告，组织
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切实以事故教
训推动工作。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要
求各地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深入开
展专项执法检查，坚决防范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进一步加强矿山安
全防范工作，严格基建矿山安全监
管，全面开展火工品安全专项治
理。坚决杜绝监管盲区漏洞，动态
研判苗头性问题和安全风险，及时
采取严厉的措施治理整顿。推动企
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落
实风险分级管控和主动报告制度，
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1 月 27
日，市民在和
平 里 一 处 市
场 选 购 春 节
装饰品。

春 节 临
近，北京市民
纷 纷 采 购 灯
笼、春联、年
画等装饰品，
准 备 红 红 火
火过春节。

新 华 社
记者 李欣 摄

山东笏山金矿事故处理最新进展 约谈！挂牌督办！

红红火火迎春节

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做好人
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提倡春节假期非必要
不流动。针对因疫情防控需要就地过年群众增加的新情况，抓
紧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如何做好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7日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6部门有关负责人作出回应。

提倡春节假期非必要不流动
春节临近，外出、返乡人员增多，聚集性活动频繁，疫情传

播风险进一步升高，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提倡春节假期非必要不流动，并做好广大群众就地过年

的服务保障，对于减少节日期间疫情传播风险，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健
康安全的新春佳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秘
书长、新闻发言人赵辰昕说。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介绍了不同风险等级地区
的人员流动要求——

高风险地区人员或者近14天内有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
员，春运期间不流动。原则上中风险地区的人员或者近14天内
有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春运期间不流动。低风险地区进
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口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的从业人员、隔
离场所的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跨省、跨市出行的，以及跨省返
回农村地区的返乡人员，应当持有7日内有效的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阴性结果。低风险地区的其他人员要持健康码“绿码”进
行有序流动。

赵辰昕强调，就地过年的政策是分级分类的。“各地方在政
策执行时，不能擅自‘加码’，更不能‘层层加码’，甚至有的地方
还采取‘一刀切’措施。不能阻断人员出行、返乡，要给人民群
众多些保障、多些便利。”

做好就地过年服务保障
为保证人民群众春节期间基本生活需要得到较好满足，赵

辰昕说，要统筹抓好生产供应，指导大中城市切实组织好蔬菜
特别是速生叶菜、芽苗菜等蔬菜生产，畅通生猪和相关产品调
运，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保障好煤电油气供应。

他强调，要加强储备精准调节，引导各地全面梳理和充实
重要民生商品储备规模，持续投放中央冻猪肉储备，组织北方
大城市有序投放冬春蔬菜储备。要畅通运输和配送网络，疏通
运输堵点，确保网络购物配送正常。要确保销售渠道正常，引
导各类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卖场和生鲜电商等
生活必需品供应企业，做好春节期间货源组织，倡导社区、乡村
零售网点春节假期每天营业时间不少于8个小时。同时要强化
民生兜底保障。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朱小良表示，针对近期重点防疫保
供地区，组织重点保供企业落实货源、随时做好应急调运的准
备。商务部还举办了全国网上年货节，联动线上线下开展年味
浓郁、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鼓励各地方和企业为困难群众、弱
势群体以及就地过年的民众，推出年货礼包、留岗红包等“送温
暖”活动，增强疫情期间老百姓过年的获得感、幸福感。

为更好满足就地过年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赵辰昕说，增
加网络、电视、广播等文化体育节目供应，鼓励提供免费流量、
网络视频APP限时免费电影放映等线上服务，在做好疫情防控
和限量、预约、错峰前提下，保障公共空间开放时间和旅游产品
供给。

让务工人员安心就地过年
“务工人员就地过年有关怀、企业开工复工有保障、农民工

节后务工有支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
莹说。

她说，要送温暖“留心”，指导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送温
暖”和集体过年活动，力争以暖心举措让务工人员安心过年；要
强政策留岗，鼓励引导企业结合生产需要和劳动者意愿，合理
安排生产、错峰放假或调休，切实保障好就地过年务工人员的
工资、休假等合法权益；要稳生产留工，根据需要开发一批消杀
防疫、社区服务等临时性岗位，力争让有意愿的务工人员在就
业地为抗疫保供作出贡献；要优服务留人，为有需要的求职者
提供职业指导和岗位推介，为符合条件的失业人员及时兑现失
业保险待遇、临时生活补助。

提倡就地过年，一些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会因此无法和家
人团聚。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强强调，要加强排查，指
导村（居）委会加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定期探访；落实救助
保障政策，为受疫情影响的困难老年人提供包括生活照料在内
的各种服务，优化简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孤儿和其他困境儿
童认定审核审批程序；强化家庭监护指导，确保留守儿童得到
妥善照顾，做好因突发事件导致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

最大程度满足就地过年出行需求
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公路局局长汪洋表示，将指导城市

客运企业通过科学组织调度、加大运力投放、严格控制满载率
等措施，严密防范疫情通过城市交通运输传播；指导城市公交、
轨道交通、出租汽车企业合理调整运力和运营时间，最大程度
满足就地过年群众的购物、休闲和娱乐等出行需求。此外，指
导主要平台公司完善方便老年人使用的“一键叫车”功能，切实
为老年人出行增添便利。

据介绍，在保障应急物资运输方面，已简化应急运输车辆
通行证办理流程，在有条件的收费站要求设置应急通行绿色通
道，对持有通行证的车辆保障优先快速通过，保障重点应急物
资高效、安全抵达。

汪洋说，春节临近，邮政管理部门和寄递企业全力以赴做
好就地过年服务保障。中国邮政及有关快递企业纷纷宣布“春
节不打烊”，从网络、运力、人员、客服等方面做好保障。

6部门回应就地过年服务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