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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
布莱恩日前在美《外交》杂志发表文
章称，中国的意识形态议程远超中国
边界正走向全球，“对民主理念构成
了威胁”。此等倒打一耙的论调无视
历史，罔顾现实，充斥着冷战思维。
谁在搞意识形态输出，谁在肆意干涉
别国内政，谁在策动颜色革命，谁在
威胁全球政治安全，国际社会早有公
论。这些反华政客颠倒黑白、诬蔑他
人之前，最好先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是何等模样。

论干涉内政、颠覆政权，美国是
公认的“专业户”。二战以来，美国为
巩固全球霸权，想方设法改造颠覆那
些不符自己利益或所谓“意识形态敌
对国家”的政权，武装干涉、军事入
侵、经济制裁、文化渗透、煽动骚乱、
操控选举……根据美国学者林赛·奥
罗克所著《隐蔽政权变化：美国的秘
密冷战》，1947年至1989年间美国共

实施了64次颠覆他国政权的行动。
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过去10
年美国入侵20多个国家或策动有关
国家政权更迭。英国《卫报》讽刺道，
别看美国对来自境外的干涉如此愤
怒，他们才是这么干的行家！

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
亚、叙利亚等国燃起战火，在亚非地
区遥控“阿拉伯之春”，在欧亚国家
导演“颜色革命”，在拉美地区推行

“新门罗主义”，在世界各地搞“和平
演变”……人们清楚地看到，当今世
界各种战乱、动荡与危机的背后，总
会有美国闲不住的霸权之手。以

“民主”之名行干涉之实，打着“人
权”旗号制造人权灾难，所谓“自
由”，更是美谋求改变他国政治制度
的自由——今天的美国，已成为全球
政治安全的最大不稳定因素。

在拉美，美国把“干涉主义”大棒
挥得山响，不遗余力通过制裁封锁、

扶植反对派等手段颠覆委内瑞拉政
权，遭到国际社会谴责，之前的军事
干预更是引发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持
续数十年内战，导致数万人死于非
命，至今仍未彻底走出阴霾。美国学
者约瑟夫·内文斯撰文指出，正是美
国频频介入中美洲国家事务，加剧该
地区政局动荡，贫困和犯罪问题频
发，大批人背井离乡。近年困扰美国
的中美洲移民问题，很大程度是美国
肆意干涉拉美国家内政种下的苦果。

在亚非，“阿拉伯之春”变成了
“寒冬”，地区政局持续动荡，社会内
乱不止，恐怖极端组织趁势坐大，数
百万民众流离失所，引发严重的人道
主义危机。美国《外交政策》网站评
论说，美国外交口头禅是，“没有美
国，中东将陷入混乱”，但现在看来，

“华盛顿可能才是中东地区的主要破
坏者”。近年来欧洲遭遇自二战以来
最大难民潮，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追

根溯源是美国在中东北非推行“新干
涉主义”的恶果。

在欧亚，“颜色革命”对乌克兰造
成巨大破坏。此外，美国等外部势力
介入导致地区地缘政治形势日益紧
张，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断上升。近
来，白俄罗斯等国局势动荡，背后影影
绰绰仍是“新干涉主义”的魅影……

事实摆在眼前，美国肆意干涉别
国内政的霸权行径，让多个国家地区
深受其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
强权政治，为国际社会所深恶痛绝。
一个国家走何种道路，都是基于其文
化传统和历史积淀，任何外部势力都
无权干涉。当今世界，国际关系民主
化已是大势所趋，主权平等、互不干
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深入人心，美
方任性地将其霸权意志凌驾于他国
主权和国际法之上，只会越来越自绝
于世界，成为逆时代潮流的孤家寡
人。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据新华社电 阿塞拜疆和亚美
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
地区实施人道主义停火的最新协议
26日生效，但纳卡地区冲突仍未平
息，阿亚双方继续指责对方破坏停
火、发动进攻。

阿塞拜疆通讯社26日援引阿国
防部消息称，亚美尼亚部队26日晨
向阿境内的塔乌兹、塔塔尔、格达巴
尔等地区开火。亚美尼亚通讯社则
援引26日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斯捷
潘尼扬的声明报道说，阿军方在新一
轮停火协议生效后不久即对纳卡地

区东北和东南方向发动了炮击。
亚阿两国2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达成在纳卡地区实施人道主义停
火的最新协议，双方同意从当地时间
26日8时起实施新一轮人道主义停
火。这是纳卡本轮冲突爆发以来，双
方达成的第三份停火协议。两国曾
于10月10日和10月17日分别达成
停火协议。但停火协议生效后，双方
均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发动攻击。

亚阿两国9月27日开始在纳卡
地区再次爆发冲突。连日来，冲突造
成包括平民在内的人员伤亡。

据新华社电 据英国广播公
司25日报道，英国和欧盟重启以贸
易协议为核心的未来关系谈判后，
原定于25日结束的第一阶段谈判
将延长。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原定22
日至25日在伦敦举行的谈判将延至
28日。报道援引欧盟消息人士的话
说，29日起谈判将继续在布鲁塞尔
进行。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布兰
登·刘易斯说，延长谈判是表明可达

成协议的“一个很好的迹象”。
英国首相约翰逊9月7日表示，

10月15日是英国与欧盟达成贸易
协议的最后期限。欧盟国家领导人
10月1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晤后，
英方一度表示，欧盟峰会标志着双方
谈判已经结束，如果欧盟不从根本上
改变立场，就没有再谈的必要。在欧
盟方面表态达成协议需“双方妥协”
以及“愿在协议法律文本基础上加以
讨论”后，英国21日同意重启谈判。

据新华社电 据韩国疾病管理
厅26日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日零
时，韩国今年秋季接种流感疫苗后死
亡的人数增至59人。但疾病管理厅
表示，流感疫苗接种与上述死亡之间
的因果关联性很低，因此不会中止接
种流感疫苗。

据韩国疾病管理厅26日发布的
数据，截至26日零时，韩国约有1468
万人在今年秋季接种了流感疫苗，其
中约968万人为国家免费接种对象，

韩国卫生部门共记录了1231个接种
后异常反应病例。在接种后死亡的
59人当中，54人为60岁以上高龄者。

韩国疾病管理厅当天表示，已对
接种流感疫苗后死亡的46人完成调
查分析，并认为流感疫苗接种与这些
人死亡之间的关联性很低，对其余
13名死者的调查会继续进行。疾病
管理厅厅长郑银敬当天对媒体说，基
于调查上述死亡病例的专家判断，政
府认为无需停止接种流感疫苗。

干涉他国内政，尽显霸权主义本性
——美国威胁全球安全“七宗罪”之一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网站25日的数据显示，全
美23日和24日报告新增新
冠确诊病例分别为82929
例和83851例，连续刷新疫
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最高纪
录。图为25日，警察在美国
纽约时报广场执勤。

新华社发

韩接种流感疫苗后59人死亡

英欧未来关系谈判再延期

停火协议生效 纳卡冲突继续

美国连续两天单日
新增新冠病例超8万

▶上接1版 5年砥砺奋进，“中国之
治”之所以能够开辟新境界，最根本
的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推动制度优势不断转
化为治理效能。从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强调“十三五”时期要实现“各方
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
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
成”，到党的十九大作出到本世纪中
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战略安排、明确制度建设和治理能
力建设的目标，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党中央从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
不断深化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把握，系

统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
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为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
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这5年，“以人民为中心”绘就现代
化治理的价值底色，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
中国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无论
是简政放权、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
化，实现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还是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无论是完善产权保护体系，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有恒产者有恒
心”，还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让
全社会创新创造的活力竞相迸发……
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展现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这5年，“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
挑战的冲击”构成现代化治理的深层
逻辑，激发风雨无阻向前进的强大力
量。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
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
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
组织八方共同应对。稳经济、促发展，
战疫情、斗洪峰，化危机、应变局……

“十三五”期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
方面风险防控机制，牢牢把握工作主
动权，推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保持
社会大局稳定。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大战大考，我们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

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制度优势，经
受住了压力测试，在疫情防控和经济
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有国外学者
评价：“中国制度所具有的战略性、全
局性、前瞻性和对全国资源的调动能
力，是其他制度无法比拟的。”

国之兴衰系于制，民之安乐皆由
治。5年改革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
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
根本保证。迈入新发展阶段，拿出更大
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
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
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载10月27日《人民日报》）

▶上接1版 江宁区在全市创新名
城建设总指数、水平指数和发展指
数中得分排名全市第一。

惟创新者强！走进中兴通讯在
国内规模最大的江宁滨江智能制造
基地，单体6万平方米的“巨无霸”
现代化厂房里，一台台送料机器人
自行穿梭，白色的圆盘状的5G基
站终端产品从流水线上鱼贯而出。
在新基建推动下，5G无线产品供不
应求。在中兴通讯、LG等“零基数”
新产业拉动下，上半年，滨江开发区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302%。
在大战大考之年，交出一份创新驱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异答卷”。

“‘强富美高’首要一条就是‘经
济强’。”江宁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锚
定“创新名城核心区”目标，要让创
新成为江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鲜
明标识，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动力保障。

打通“两座山”，让生态底
色更美

金秋时节，国庆、中秋双节“合
璧”，江宁大地分外热闹——

江宁西南的牛首山文化旅游
区，连续8天开放夜场，白天的民俗
表演、音乐会、文创集市、汉服
COS、非遗手工DIY等活动精彩延
续至夜晚，不断创设“新场景”，培育
新消费，点亮“夜之金陵”。紫东汤
山旅游度假区、矿坑公园成了全城
最热门“打卡地”，长三角游客纷至
沓来，停泊车辆绵延几公里。

牛首山和汤山矿坑公园，几年前
都还是废弃的矿山宕口。这些“城市
伤疤”经过生态修复、功能置换后，如
今已涅槃新生，成为江宁立足城市“双
修”、践行“两山”理念的典范。

生态文明是全面小康的硬指标，
更是“高水平”小康的重要体现。结合

“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江宁区紧
扣西部生态、中部水乡、东部温泉、南
部山水的特色，因地制宜地建设以黄
龙岘为代表的一批美丽乡村，将“盆
景”变成“百花园”。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全国首
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区……
一项项荣誉的背后，江宁用生态这把

“金钥匙”，开启乡村振兴之门，同步实
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江
宁大地化作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的喜
人实景。统计显示，去年，江宁区乡村
旅游收入近70亿元，美丽经济呈燎原
之势。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置身全
面小康全国“一盘棋”，江宁把“美丽经
验”复制到更广袤的中西部地区去。
继青海大通县美丽乡村援建项目后，
去年，江宁区帮助陕西省洛南县建成

“亲农·溪乐谷”项目。这一秦岭腹地
的美丽乡村，成为苏陕心手相牵、携手
并肩，共绘扶贫协作、乡村振兴的“美
丽样本”。

今天的江宁，天更蓝，水更清，岸
更绿，铺展一幅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的大美画卷。以新发展

理念为“指挥棒”，立足“美丽江苏”和
“美丽古都”大坐标，江宁区委全会又
响亮提出：强化轴线串接、资源整合，
东西南北中联动，贯通“五大走廊”，高
质量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美丽古都
典范区”。

展望“十四五”，江宁以“美”开篇。
2021年4月，第十一届江苏省园艺博览
会计划在宁举办，将打造永久盛开的最
美“南京花园”。坐标，就在江宁！

幸福“织造府”，让小康成色更足

在江宁，如果问人们，什么是小
康？得到最多的答案可能是两个字：
幸福。

在江宁开发区，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钹以八旬之龄投身“双创”大潮，领
衔创办南京清湛人工智能研究院。南
京出台人工智能产业地标行动计划，
叠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风口”，老院
士要在江宁打造一支百亿级行业龙头
企业群，实现专业夙愿。

在长江边，52岁的王德宝有了一
个倍感自豪的新身份——长江守望者
联盟巡江支队队员。落实长江大保护
国家战略，他所在的江宁街道盛江、新
洲、星辉、新铜社区陆续有渔民拆迁安
置，转产上岸。作为长江入苏第一站，
江宁区牵头组建长江守望者联盟，和
其他长江沿线城市共筑“长江命运共
同体”。昔日捕鱼者，今日护江人。如
今的王德宝，每天早晚在江畔徒步巡
看，“看着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内
心满是幸福。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阮

丛林，是金陵茶文化村——黄龙岘的
一名普通村民。以前，夫妻俩在外地
务工，一年见不上几次面。黄龙岘打
造美丽乡村后，他们辞去工作回乡经
营农家乐。在区街村扶持下，生意日
渐红火。家庭总收入从原来的一年
10万元增长到现在的50万元左右。
过去8年，江宁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速为 9.5%，去年达
28369元。越来越多的“阮丛林们”，
在“家门口”奔小康，收获稳稳的幸福。

高水平的社会治理，事关群众幸
福安康，更是全面小康的应有之义、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作为
全省“全要素网格”试点，江宁区深化
推出“网格化+大数据+铁脚板”的升
级版，着力打造新时代“江宁之治”。
作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国试
点，江宁区构建全覆盖阵地体系，集结
近30万人的志愿者队伍。群众在哪
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群众需要
什么，志愿服务就提供什么，让文明实
践之花开遍江宁城乡大地。

距“百年梦想”越近，全面小康的
“江宁乐章”越激昂。在全省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实现程度监测
中，江宁区实现程度和达标数量均位
居全省区（市、县）前列，获评推进高质
量发展先进县（市、区）。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
交汇点，江宁正砥砺淬炼全面小康的

“江宁成色”，揭开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序幕。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的“强富美高”新江宁已经在路
上。 本报记者 王世停

▶上接1版 计划总投资421.2亿元，
其中特色产业投资额占比达91.4%。
1-9月份，食品饮料、新型电子信息产
值分别同比增长34%、348.7%，智能
家电产业增长5.8%，“2+1”特色产业
产值总体同比增长62.2%。

宿迁市委常委、宿迁经开区党工
委书记张昊说：“通过近几年的不懈
努力，宿迁经开区特色产业集聚了一
批名牌企业、达到了一定产业规模、
初步形成了产业链条，三大特色产业
实现爆发式增长。”

聚焦招大引强坚持龙头带动

作为宿迁市工业经济的主阵地、
加快发展的主引擎、创新创业的主平
台、招商工作的主战场，宿迁经开区
牢固树立“大项目为王、大项目优先”
理念，瞄准世界500强、国内100强、
央企和上市公司，全力突破一批投资
规模大、产业层次高、带动潜力足的
龙头型、基地型项目。

即便在疫情防控期间，宿迁经开区
招商工作也没有按下“暂停键”，而是积
极投身“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年”活动。3
月18日，宿迁经开区4个工业项目实现

“云签约”，协议总投资120亿元。
近两年，宿迁经开区百亿级项目

“接二连三”落户，特别是光伏产业取
得巨大突破，2019年以来先后引进天
合光能、龙恒新能源、阿特斯光伏3个
百亿级项目。天合光能在首期投资5
亿元建设2GW组件项目后，又两次
追加投资，总投资达115亿元。

发展的“中高速”呼唤产业的“中
高端”，在“2+1”产业体系引领下，宿
迁经开区遵循“补缺、补短、补软”的
思路，突出纵向延伸和横向集聚，着
力引进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和补
齐产业链的关联企业。继在宿迁经
开区投资建设海天蚝油醋类调味品
项目后，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公司又
于2018年开始兴建天将生物科技项
目、天玻包装项目，专门从事食用变
性淀粉和玻璃瓶罐生产。3个项目
上下关联，发展势头良好。海天（江
苏）调味食品公司副总经理薛忠玉介
绍，仅调味品项目今年预计就可实现
开票销售25亿元、税收2.5亿元。

宿迁经开区管委会主任王德鹏
说，聚焦产业配套，经开区紧盯细分行
业前10强，强化稳链强链补链，着力
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形成了招来一个、
引来一串、形成一片的良性发展格局。

创优营商环境当好企业
“勤务员”

“在多方案比选的过程中，我们

被宿迁这个‘最佳投资首选地’所吸
引，被宿迁经开区所打动，最终决定
在宿迁经开区这个‘风水宝地’投资
建设新项目。”谈到落户缘由，阿特斯
阳光电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庄
岩深有感触地说。

实行“一窗一网”办理，工业项目
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全流程综合窗口
统一受理、统一出件；推行“1+N”联
合会办机制，行政审批局会同项目投
资主体、区相关职能部门，细化“项目
推进表”、绘制“最简流程图”，帮助指
导企业实现项目快速推进的标准化
操作……对标市委、市政府重特大项
目建设工作推进联席会、重点企业解
难帮扶工作会办会等工作制度，以及
国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全市“五最
五优”营商环境建设要求，宿迁经开
区聚焦企业关切、优化服务供给，全
力打造全市营商环境的示范区。

一项项实打实的举措，让进区企
业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增强。天合
光能组件（二期）从拿到不动产权证
到取得施工许可证仅历时8天，龙恒
新能源从拿到不动产权证到取得施
工许可证仅1个工作日。

在宿迁经开区，从签订投资协议
开始，就有专门人员为进区企业提供

“一站式、保姆式”服务。宿迁经开区投
资促进局局长朱其剑说，帮办人员坚持

“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始终坚持做到
“想在企业需求之前、赶在企业工程受
阻之前、解决在企业抱怨之前”，当好服
务企业的“店小二”和“勤务员”。

今年2月，为让企业摆脱疫情困
扰早日复工复产，宿迁经开区全面落
实“宿迁惠企16条”等一揽子政策意
见，选派300多名工作人员进驻企业
开展“四帮四送”活动，帮疫情防控、
帮复产用工、帮生产融资、帮问题解
决，送保障物资、送优惠政策、送政务
服务、送关怀温暖，与企业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近两年来，帮办人员累计
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用地、用能、融
资、物流等400余项重点难点问题。

优质的服务需要科学的管理和
优良的作风作保障。宿迁经开区党
工委、管委会优化调整绩效管理、目
标综合考评办法，形成“月度有分析、
季度有考核、年度有综评”的考核体
系，让大家服务企业更加有压力、有
动力。深入开展“强‘三真’、比担当”
作风建设大提升活动，累计查摆出作
风问题200多条，制定整改措施500
多条，在持续改进作风中不断提升服
务效能。

本报记者 朱文军
本报通讯员 张 勇

淬炼高水平全面小康的“江宁成色”

宿迁经开区“培特引强”集聚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