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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各地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加快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政策、稳经济
一揽子措施，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国务
院拟于8月下旬组织开展第九次大督查，对山
西、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进行实地督查。为实现督查提质增效与减
轻基层负担并举，确保督查人员能带着线索
去、跟着问题走、盯着问题改，三分之二以上
的督查人员、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精力用于
线索核查和暗访督查，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
从即日起面向社会征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线索：

一是稳增长方面。主要征集落实扩大需
求政策措施不到位，水利、交通、能源领域重
大基础建设项目审批程序繁琐、建设进度迟
缓以及用地、用海、用能要素保障不到位，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使用不到位，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未按期开工或者开工后建设进
度缓慢，稳定增加汽车等大宗消费政策落实
不到位等问题线索。

二是稳市场主体方面。主要征集大规模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落实不到位、骗取留抵
退税，特困行业阶段性缓缴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以及国有
房屋租金减免政策落实不到位，有关金融机
构未按要求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理
续贷、展期、调整还款安排，地方政府部门开
展运动式执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业协
会商会依托行政机关或者利用行政影响力乱
收费，中介机构借助行政资源垄断经营、强制
服务、不合理收费，有关单位借疫情防控违规
收费、不合理收费等问题线索。

三是稳就业保民生方面。主要征集有关
地方和单位落实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
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政策
措施不到位，落实技能提升补贴、一次性扩岗
补助、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措施不到位，推
进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不力，对困难

人员救助或纳入低保不及时，对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增发生活补贴不到位，拖欠教师工资、
乡村医生补贴等问题线索。

四是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方面。主要征
集有关地方和单位在推动企业复工达产中弄
虚作假，提供员工返岗、物流保障、上下游衔
接服务不到位，落实帮助外贸企业稳订单稳
生产、支持外资企业稳生产稳经营政策措施
不到位，迎峰度夏电力保障不到位，对企业生
产所需的原材料、关键零部件供给保障不足，
对港口及货场货物堆积、周转困难协调解决
不力，违规设置检查卡口、阻碍货运物流畅通
等问题线索。

五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方
面。主要征集有关地方和单位在政府采购、
项目招投标、二手车交易领域出台地方保护
政策、限制和排除公平竞争，政务数据不共
享、仍要求群众多头重复提供有关证明，政府
承诺不兑现、“新官不理旧账”，政府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等
问题线索。

同时征集有关地方和单位落实疫情防控
政策举措不到位、违反疫情防控“九不准”要
求、搞层层加码和“一刀切”，保障粮食和能源
安全工作不到位，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措施不到位，推进农
村饮水安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不到位，
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工作不
力等方面问题线索。

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如掌握以上方面的
问题线索，可以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
台反映。对其中有代表性的问题线索，国务院
办公厅督查室将及时转实地督查组进行核查，
以实际行动回应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关切。

线索征集时间：
2022年8月1日至8

月20日。
感谢对国务院大督查

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
2022年8月1日

关于国务院第九次大督查征集问题线索的公告

国务院“互联网+督查”
平台小程序码

佩洛西窜访台湾后，人民解放军进行了
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这一系列联合军事行
动，也让众多中国网友高呼，这下真正明白了什
么叫顺势而为。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联合军事
行动的诸多突破，会对台海局势产生长远的影
响。从突破中，才能看到这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的真正意义。

突破一：人民海军贴近台湾海岸线
8月5日，10余艘驱护舰艇在台岛周边海

域进行实战化演练。权威军事专家表示，人民
海军舰船一般不离台湾岛海岸线这么近，这
次是一个突破。

人民海军出现在这里就传递了一个信
号：没有什么所谓“台湾领海”，台湾是中国的
一部分，中国海军是在自己的领海航行。

据了解，该海域还出现了一艘舷号为935
的舰船，是台湾省的“兰阳”号护卫舰。上世纪
90年代初，台湾省向美国海军租借了数艘“诺
克斯”级护卫舰，“兰阳”号就是其中的一艘。

这艘舰船在美军服役了23年后，被移交
给了台湾省。在台湾省它又服役了 27 年，这
其中事故不断。

根据台媒报道：2017年，“兰阳”号因受撞
击，舷尾受损导致进水。2019年，“兰阳”号在
整修时发生火灾。几经折腾下，“兰阳”号就成
了现在这个样子。这样一艘铁锈斑斑的“老古
董”，仍是台湾省的主力舰艇之一。“台独”分
子“以武谋独”的凭仗，并不入眼。

突破二：人民空军俯瞰台湾海岸线
和中央山脉

8 月 5 日，东部战区空军持续出动歼击
机、轰炸机、预警机、电子侦察机等多型战机
赴台岛周边实施实战化演训。

权威军事专家称，能见度特别好的情况
下，战机的目视距离是 10 公里—20 公里左
右，也就是说，我们的飞机戳破了台湾当局所
谓“领空”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此轮联合军事行动，有来
自“杜凤瑞大队”的飞行员。杜凤瑞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空军著名的战斗英雄，64年前，他以
一敌三，血洒长空。如今，作为杜凤瑞传人，我
们的飞行员血液中始终流淌着英雄的血性豪
气，敢打敢拼，勇猛顽强。此轮联合军事行动，
英雄部队精锐尽出，敢打，必胜。

突破三：常规导弹首次穿越台岛
此轮联合军事行动中，火箭军实施了多

型号常导火力突击。东风导弹则在小山丘中
的一处乡村小道上点火升空，这表明了东风
系列导弹出色的机动能力——找到一个合适
的地方就能立即发射，让敌人防不胜防。除了

“东风快递”外，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还对预
定海域成功实施远程火力实弹射击。

“远火”被称为“钢铁暴雨”，发射后形成的
密集、覆盖式打击，恐怕会冲击某些人的心理
防线。“远火”的最远射程，能达到300公里以
上，作为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多管火箭炮系统之
一，“远火”可以轻松覆盖岛内目标。用这样的
方式说话，“台独”分子应该听得更明白些。

突破四：歼-20参与对台军事演训
歼-20的鼎鼎大名，想必不用再多说。用

歼-20总设计师杨伟的话说，“歼-20不是一
个机型的代号，而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航空

工业发展成就的代名词。”
歼-20的成功研制，直接打破了美国在隐

形战斗机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让中国空军与
世界一流空军在装备上“零代差”。美国人自己
也评价，在争夺制空权方面，歼-20和F-22猛
禽战斗机、F-35闪电II型战斗机，不相上下。

权威军事专家表示，这是歼-20首次执行
实战背景下的任务，进行作战性使用，这标志着
我们的军事水平达到一个历史高度，也意味着
台海空中优势已经决定性、压倒性地在我一方。

此轮联合军事行动，对于歼-20的作战性
能，是一次小考验，但对“台独”分子的心理素
质，是场大考验。歼-20的出现，恐怕让那些幻
想“以武谋独”的“台独”分子，寝食难安了。

突破五：彻底打破“海峡中线”叙事
与幻想

所谓“海峡中线”，是一条把台湾海峡分为
西北、东南两部分的虚拟的线。在法律上，“海
峡中线”从来没有被承认过，它只是美军在上
个世纪为了作战需要，推出的一条假想界线。

可以看看这一次军事演训行动的六大区
域中有五个在所谓“海峡中线”以东，还有一
个，则横跨所谓“海峡中线”。

这六块区域的划定表明，台湾海峡根本
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此前，飞越所谓“海峡中线”已成为人民解放
军的常态化演练，此轮全面跨过所谓“海峡中线”

进行联合军事行动，将彻底击碎某些人的幻想。
今后，解放军舰机会常态化地在所谓“海

峡中线”以东进行训练。这块西北侧的区域，
它位于平潭岛的东南部。平潭是大陆最靠近
台湾省的地方，也就是说，这块演习区域位于
台湾海峡的最窄处。在这里进行军事演训行
动，相当于控制了台湾海峡。中国多次强调，
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中国对台湾海峡享
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突破六：离台湾岛最近的一次演练
人民解放军此次军事演训行动范围离台

湾岛不到30秒，实现打击是转眼的事。并且，
这一区域还是台湾岛对美、欧、亚海运的必经
之地。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此次军事演
训行动的范围，是距离台湾岛最近的一次。某
些人，可能连睡都睡不踏实了。

突破七：拒止外部势力干涉
8月4日下午，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在对

联合军事行动进行回应时，提到了这样一句
话，“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部的演练区域靠近
冲绳。权威军事专家表示，驻日美军主要集中
在冲绳，如果美军妄图干预台海局势，我们东
北部的演习点，就在其飞机南下的航线上。而
南部的区域扼守巴士海峡，这是进出南海的
必经之路。根据卫星图像捕捉，联合军事行动
开始后，“里根”号航母连夜倒退了几百公里。

“以武谋独”的想法，可休矣。
突破八：首次在台岛东部设实战射

击靶场，封后路
此次军事演训行动，是人民解放军第一

次在台岛以东设置靶场。这一区域，正对台湾
岛花莲和台东两个军事基地。

这两个基地，被“台独”分子视为大后
方——台湾岛东部多山，当年，台湾当局在
这里建了所谓的“远东最大的地下空军基
地”。而这个选点，恰好正面打击“台独”分子
的退路，彻底断了其逃跑的念想。

此轮联合军事行动，人民解放军用了一个
词——联合封控。把上面几个区域连起来，可以
看出，解放军已经对台湾岛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包围态势。美媒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还特别提
到，这并不令人意外，中国早就有这样的能力。

人民解放军，有决心，有能力，也有办法
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突破九：首次组织航母编队威慑演练
此轮联合军事行动，还首次组织航母编

队威慑演练，构建海上立体作战体系。
海军研究院研究员张军社还特别透露，

一般情况下，航母编队执行任务时，一般都会
有核潜艇配合行动。

《辽宁舰最大规模演练之后，某些人不自
在了》中提到过我国航母战斗群的配置：055型
万吨大驱、052D型驱逐舰，以及配合出动的核
潜艇。此轮联合军事行动，这些舰船都在。

突破十：全军出击
不同于今年以来的其他演练，此轮联合军事

行动，首次出现了战略支援部队和联勤保障部队。
人民解放军五大军种——陆、海、空、火箭、

战略支援，在此轮联合军事行动中悉数亮相。
联勤保障部队，负责物资以及各种资源的

调控、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等行动，新冠肺炎疫
情中，联勤保障部队就坚守在火神山医院。

权威军事专家表示，这支部队的出现意
味着实战所需兵力，应出尽出。最近，东部战
区首次使用动车组作为“卫生列车”，演练了
伤员救治和后送。军事行动，就是要做好万全
准备，确保万无一失。

总结这10个突破，其实能很容易看出此
轮联合军事行动最核心的特点——全要素：
五大军种悉数亮相，是军种的全要素；航母、
歼-20、“远火”火箭炮系统、东风导弹，是军械
的全要素；联合封控、对海突击、对陆打击、制
空作战、区域拒止，是演练课目的全要素。

这场全要素联合军事行动，清晰地传递
了一个信号：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
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 14 亿
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神圣职责。

民意不可违，大势不可逆。逆势而动者，
只会让我们的决心更加坚定。任何国家、任何
势力、任何人，如果执意同 14 亿多中国人民
的决心作对，胆敢分裂台湾，中国军队必将不
惜一战，不惜代价，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
图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
现，也一定能够实现。这是历史大势，不可
阻挡。 本报综合消息

台海演训不可不知的10个突破

新华社南京8月7日电（记者李秉宣
韩学扬）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
计划，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
联合演训，重点检验联合火力对地打击和
远距离空中打击能力。

东部战区空军连续出动预警机、轰炸
机、干扰机、歼轰机、歼击机等多型多批战
机，继续在台岛周边空域成体系实施联合
侦察、制空作战、对地突击、支援掩护等实
战化演训。在海空体系支援下，空中打击

兵力协同远箱火、常规导弹部队，区分多
个方向，对预定目标实施联合精确打击演
练；多支轰炸机编队按照预设航线，南北
双向穿越台湾海峡；数架歼击机联合海上
驱护舰开展联合演训。

东部战区空军参谋部某处处长张智
说：“此次行动，系统检验了信息化条件下
体系进攻战役战法，锤炼提升了对岛屿要
害目标精确摧毁能力，确保空中力量打得
快、打得准、打得狠。”

东部战区接续开展联合演训检验精确打击能力

这是战机正在进行编队飞行这是战机正在进行编队飞行。。新华社发新华社发（（王新潮王新潮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