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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和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
情况公示如下，请予监督：

张开乐，1967年 2月生，研究生，
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高级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四
庭庭长，二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省辖
市法院院长候选人。

牛全瑞，1972年 7月生，大学，法
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委政法委处
长，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省辖市检察
院检察长候选人。

周东方，1967年 2月生，大学，法
律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新乡市中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正处级）、党组副书记，
二级高级法官，拟提名为省辖市法院

院长候选人。
刘万喜，1973年 3月生，研究生，

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正处级）、党组副
书记，拟提名为省辖市法院院长候选
人。

许晗静，女，1980年 6月生，大学，
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周口市
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正处级）、党组
副书记，拟提名为省辖市检察院检察
长候选人。

公 示 期 限 ：2022 年 8 月 6 日 至
2022年 8月 12日

监督电话：0371-12380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

2022年8月5日

关于张开乐等5名同志拟任职的公示
新华社北京 8月 5日电 针对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
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
台湾地区，外交部 8月 5日宣布采
取以下反制措施：

一、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
导通话。

二、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三、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

商机制会议。
四、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

作。
五、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

作。
六、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七、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八、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

外交部宣布针对
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

□本报记者 刘勰

“创建清廉医院是政治任务、民心工程。”7月 28
日，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阚全程接受采访时表
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大力开展清廉医
院创建行动，努力打造党风清正、院风清朗、医风清新
的清廉医院，让群众享受更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创建清廉医院管系统、治行业，成于‘严’、强于
‘建’。”阚全程说道，要持续深化药品和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等医疗体制改革，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
性、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健全科学有效
的现代医院治理体系、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保基金监
管体系以及医药生产流通领域监管体系，完善以公立
医院“小微清单”为重点的监管制度，加强对医疗机构
及其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的监管，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
就医体验。要把大型医院行风巡查、行风评议、患者满
意度调查等作为推动清廉医院建设的有力抓手，建立
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完善考核指标，健全长效机制，
切实提升群体就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是清廉医
院建设的重点。阚全程介绍，下一步将深入实施《全国医
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行动计划（2021—2024
年）》，严格落实《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
聚焦行业突出问题，紧盯健康扶贫、医疗保险、药品购销、
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围绕收红包、吃回扣、欺诈骗保、过
度检查、不合理收费及用药等突出问题，严肃查处医药购
销、医疗服务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破除行业

“潜规则”，积极构建院风清朗的医疗环境。
“医者仁心，创建清廉医院还要打造医风清新的道

德生态。”阚全程表示，要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
抓手，全面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开
展“清廉科室”“清廉团队”建设，完善各项奖惩机制，弘
扬“大医精诚”等传统医德医风文化，常态化开展党风
廉政教育，有针对性地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培育选
树医德医风模范，引导广大医务人员依法执业、廉洁行
医，始终保持白衣天使的良好社会形象，推动医德医
风、行业作风全面向好，清廉理念深入人心。

阚全程最后表示：“省卫生健康委将紧紧围绕清廉河南建设的目标要求，忠
诚践行‘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行业使命，切实把清廉思想、清廉制度、清廉规则、
清廉纪律、清廉文化融入清廉医院创建的各方面、全过程，持续营造崇廉倡廉的
浓厚氛围。”③4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 通讯员 徐
伟亭）如何认真落实《十一届河南省委
巡视工作规划》？如何高质量服务好
省委巡视全覆盖工作？8 月 2 日至 5
日，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在郑州举办省
委巡视人才库机关党建类分库培训
班，这些问题有了答案。

此次专题培训班，省委直属机关
工委邀请省纪委监委、省委巡视办、省
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和机关党建专
家，围绕如何发现机关党建工作存在
的突出问题等 5 个专题进行理论授
课、研讨研判、案例教学。

据介绍，为了高质量服务好省委
巡视工作，解决问题发现难、工作切口

浅、整改措施软、易反弹变异等突出问
题，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与省委巡视办
先后出台规定，聚焦各自职能定位和
优势专长，进一步建立健全省委巡视
工作与机关党建工作深度融合协同机
制，努力实现“1+1>2”效果。

“我们将以抓机关带系统、省市县
三级联动为切口，充分发挥省直机关
带头作用，探索机关党建督查工作的
新路径、新抓手。”省委直属机关工委
有关负责同志说，“努力实现以党建

‘第一责任’引领和保障发展‘第一要
务’。”

来自省直厅局和全省各地的相关
机关党务干部参加培训。③6

省直工委举办省委巡视人才库机关党建类分库培训班

推进协同机制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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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开展实战化联合演训开展实战化联合演训

（上接第一版）今天，我们要打造“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
乡村，首先要向“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宣战。

去年年底开始，我省开展以“治理
六乱、开展六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人
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共清理垃圾堆
（带）约 283万处、坑塘 23.5万个，整治
“空心院”30.2万个。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处置体系覆盖所有行政村，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率33%。

美丽乡村要“塑形”也要“铸魂”。
农村天价彩礼、人情攀比、薄养厚

葬等现象曾经比较普遍。我省深入推
动移风易俗，引导广大农民养成健康
文明习惯，自觉抵制陈规陋习，培养文
明新风尚。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
关键。

近年来，我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持续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比持
续缩小，但与全国相比，差距还不小。
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8091元，而同期全国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787元。

今年 5月份，省政府印发了《关于
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指导意见》，明确
了农民收入结构的四大块：发展乡村产
业带来的经营性收入、就业创业带来的
工资性收入、农村改革带来的财产性收
入和政策扶持带来的转移性收入。

“既要持续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增
加小麦、玉米、稻谷、大豆等粮食数量
产出，又要不断优化种养结构和产品
结构，加快发展新型业态，延长产业
链、增加附加值。”河南农业大学乡村
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张锟建议，加快推
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推动新
型职业农民、进城转移就业人员多途
径参加技能人才培训，有效促进农民
就业。

财产性收入也是农民“钱袋子”的
一部分。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
究员李国英表示，当前，我省大多数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
等资源性资产和村办企业等经营性资
产，通过农村改革，可以变“沉睡”资产
为增收“活水”，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
财产性收入。③8

加快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新华社金边8月 5日电（记者 吴
长伟）当地时间 8月 5日下午，国务委
员兼外长王毅在金边出席东亚合作系
列外长会后，面向中外媒体举行记者
会。

王毅说，我愿就台湾问题阐述中
方的立场，考虑到美方刚刚就此散布
了不少虚假信息和不实之词，更需要
我们讲清事实，以正视听。

王毅表示，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不
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反复交涉，实际上
在美国政府的纵容和安排下，明目张
胆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这一倒行逆施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严重干涉中国内
政，严重违背美方所做的承诺，严重危
害台海和平稳定。中方理所当然要做
出坚决回应。我们的立场正当、合理、
合法，我们的举措坚定、有力、适度，我
们的军事演训公开、透明、专业，符合
国内法、符合国际法、符合国际惯例，
旨在向肇事分子发出警示，对“台独”
势力进行惩戒。我们将坚定维护中国
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遏阻美国“以
台制华”的图谋，坚决粉碎台湾当局

“倚美谋独”的幻想，同时，我们也是在
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尤

其是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不干涉内政
这一最为重要的国际法则。如果不干
涉内政原则被无视、被抛弃，这个世界
将重回丛林法则，美国将更加肆无忌
惮地以所谓实力地位对待欺负其它国
家，尤其是广大中小国家。我们不能
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各国也应团结起
来，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不允许人类
文明进程倒退。

王毅说，正因为如此，已经有 100
多个国家公开站出来，重申坚定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理解和支持中方的正
当立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明确
强调，联合国将继续坚持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核心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即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才是国
际社会共同的正义之声。

王毅强调，美国“以台制华”只是
空想，丝毫阻遏不了台湾回归祖国的
历史大势，丝毫阻挡不了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台独”势力

“倚美谋独”更是幻想，注定死路一条，
脖子上的绞索只会越来越紧。

针对美辩称美众议长访台曾有过

先例，王毅强调，当年美众议长金里奇
对台湾的访问是一个严重错误，中国
政府当时就予以强烈反对。美国没有
任何权利和资格再犯同样错误，不能
把过去的错误当成今天重犯的借口和
理由。难道美国要把历史上干过的坏
事、丑事都再做一遍吗？

针对美方称中方改变台海现状，
王毅表示，这完全是造谣和污蔑。台
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只有一
个，两岸同属一国，这就是台湾自古
到今的现状。1978 年中美建交公报
中明确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
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几十年来一直
不变的台海现状。但这个现状确实
被打破了。破坏者不是中国，而是美
国和台湾分裂势力。2000 年，美方
把单方面炮制的所谓“与台湾关系
法”置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前，这
不是改变现状吗？前几年，美方把秘
而不宣的所谓“对台六项保证”公然
放在美国一中政策表述中，这不是改
变 现 状 吗 ？ 不 是 在 掏 空 一 中 政 策
吗？建议美国当政者重新把三个联
合公报拿出来好好看一看，就知道什

么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是谁改变了
台海现状。台湾方面同样如此。民
进党上台后不断推进“渐进式台独”，
大搞“去中国化”，在各种场合制造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难道不是
在明目张胆改变现状吗？如果孙中
山先生泉下有知，也会指着蔡英文的
鼻子，称她为不肖子孙。

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正在加大在本
地区的军事部署，王毅表示，希望各方
对此高度警惕。美方的惯用手法就是
先制造问题，然后利用问题实现自己
的目标，但是在中国面前，这套做法行
不通！我们要严正警告，美国不要轻
举妄动，不要制造更大的危机。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上表
示，美方希望遵守国际法，维护各国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王毅说，我们很
长时间没有听到美方这样的表态了，
美国迄今干了多少侵犯别国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事情，如果真能改邪归正，我
们予以鼓励，但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首先应该在台湾问题上履行尊重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不要再干涉
中国内政，不要再纵容和支持“台独”
势力。

王毅举行中外记者会

全面阐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
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
湾地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
政治基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佩洛西此行犯下背信弃义、践踏法
治、破坏和平、干涉内政、政治操弄、以
权谋私六宗罪，必将受到历史公正的审
判和清算。

背信弃义

佩洛西窜访台湾严重违反美方在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所作承诺。1972
年，美国在“上海公报”中明确承诺，美
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
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对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1979
年，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诺，
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
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
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1982年，美国
在“八·一七”公报中明确承诺，美利坚
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
国唯一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无意侵犯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
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
一台”政策。上述三个公报是中美关系
的政治基础。

近年来，美方说一套、做一套，不断
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以“切香肠”
方式挑战中方底线、红线。美国国会频
频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提出并审议通过
多部涉台消极议案，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政治基础。

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仅不改变上届
政府犯下的严重错误，反而进一步拉拢
盟友，拉帮结伙打“台湾牌”，在国际上
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推动台湾
问题国际化，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
重错误信号。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只能
有一个。美国国会众议院作为美国政
府的组成部分，理应严格遵守美国政府
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与中国台湾地区进
行任何官方往来。佩洛西是美国第三
号政治人物、仅次于副总统的美国总统
第二顺位继承人，其以任何形式任何理
由赴台活动，都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
都是升级美台官方交往的重大政治挑

衅，都是对美方政治承诺的背弃。

践踏法治

佩洛西窜访台湾严重违反一个中
国原则。这一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
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大通过第
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
国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
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
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
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
位上驱逐出去”。这一决议不仅从政治
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
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而且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只有一
个，而没有两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
中一台”的问题。一个中国原则构成二
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目前，全世
界有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
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佩洛西口口声声说，此访与美国以
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中美联合公
报、“对台六项保证”为指导的长期政策
并不冲突，并以此作为窜访台湾的借
口。事实上，所谓“与台湾关系法”也
好，“对台六项保证”也罢，纯粹是美国
国内一些势力单方面炮制出来的，本质
上是将美国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和
国际义务之上，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准则的无视和践踏。

破坏和平

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是台湾
当局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一些
人有意搞“以台制华”。佩洛西窜台是
美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最新例
证，严重破坏台海和平和地区稳定，美
国应该也必须为此负全部责任。

日前，多国官方发表声明，谴责佩
洛西窜台导致台海局势升级，是蓄意的
政治军事挑衅和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宁
的恶劣行径，坚决支持中方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佩洛西窜台的挑衅行径也遭到美
国内很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批评。他
们纷纷公开表示，佩洛西此行哗众取
宠，极其危险又不负责任。台湾岛内民
调显示，近三分之二受访者认为此次访
问破坏了台海和平稳定。

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海和平稳定的
定海神针。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当一

个中国原则得到充分认可和认真遵循
时，台海就会保持风平浪静，两岸就能
实现和平发展；而当一个中国原则受到
肆意挑战，甚至遭到破坏时，台海就会
阴云密布，甚至出现狂风暴雨。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
一以贯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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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和平发展历史大势而动者，无论
是谁，都必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干涉内政

佩洛西窜台期间利用各种场合大
放厥词，在民主人权、香港、西藏、新疆、
宗教等问题上对中国污蔑抹黑，体现了
她一贯的反华立场。

多年来，佩洛西一直把反华仇华当
作政治营生，粗暴干涉中国内政。1991
年，佩洛西在访华期间以支持所谓民主
为名寻衅滋事、哗众取宠；2008年，佩洛
西在西藏问题上煽风点火，还敦促时任
美国总统小布什抵制北京夏季奥运会；
2019年，佩洛西在华盛顿接见窜访的
反中乱港分子，将香港暴力游行称为

“美丽风景线”；2019年，佩洛西会见“疆
独”头目热比娅；2021年，佩洛西故技重
施，呼吁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而在台湾问题上，近些年美国国会通过
的一系列所谓“友台”法案，背后都有佩
洛西的“黑手”。

佩洛西对于美国国内千疮百孔的
问题视而不见，不关心本国人民的生计
福利，却沉迷于重复那些早已被无数事
实揭穿的世纪谎言，充分暴露了其反华
政客的丑恶嘴脸。无论她以什么方式
作秀，最终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
会在历史上留下更多美国粗暴干涉别
国内政的丑陋记录。

政治操弄

佩洛西妄称，“当今世界正面临着
威权与民主的抉择”，“美国众议员代表
团此次访台，彰显美国对台湾民主的坚
定支持”。但实际上，佩洛西所作所为
绝不是为了捍卫民主，而是打着“民主”
的幌子，侵犯中国主权、破坏中国稳定、
遏制中国发展，是赤裸裸的政治操弄。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
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私利。一
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
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

手画脚来评判。佩洛西以及一些美国
政客以“自由、民主、人权”卫道士自居，
根据自身好恶评判别国是否民主，在国
际上炒作所谓“民主对抗威权”叙事，实
质是固守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错误理
念，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党同伐
异、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极力维护美
西方既得制度性权力，维护以盎格鲁-
撒克逊文化为核心的“西方中心主义”
和“白人至上主义”。

长期以来，美国将民主标签化、政
治化、武器化，推行“民主改造”，策划

“颜色革命”，造成灾难性后果。2001年
以来，美国以民主为名，在阿富汗、伊拉
克、利比亚、叙利亚发动的战争和军事
行动造成几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受
伤，数千万人流离失所。佩洛西如今所
为如出一辙，再次暴露出美国假民主、
真霸权的丑陋面目，必将受到国际社会
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以权谋私

正如美国媒体报道指出，美国中期
选举将至，民主党深陷颓势，佩洛西妄图
借打“台湾牌”获得“政治加分”，留下所
谓政治遗产。但这些成果均是“个人的、
象征性的、短期的”，而造成的地区安全
局势紧张等严重后果和影响则是长期
的，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损害是深远的。

美国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在
社交平台推特上痛斥佩洛西，称其甘愿
冒风险去台湾只是为了帮丈夫保罗·佩
洛西近期投资芯片产业谋取利益，“美
国人对这样一个沉迷于一己私利的人
感到厌倦，她在整个国家崩溃的几十年
里一直掌握着权力”。

格林所言并非空穴来风，近来，佩
洛西夫妇丑闻不断、饱受质疑。据多家
美国媒体报道，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
洛西近两年成为了美国股市的风云人
物，其投资眼光总能走在政府政策的前
头。2020年，佩洛西夫妇的投资回报
率高达56%，而同期“股神”巴菲特的投
资回报率仅为26%。靠着如此操作，佩
洛西一家净身家已经过亿。窜台之前，
佩洛西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其丈夫是否
利用她的职务之便炒内幕股，佩洛西立
马否认，匆匆离场。

佩洛西的窜台表演，是美国政治、
美国外交和美国信誉的再一次破产，注
定要被世人所唾弃、被历史扫进垃圾
堆。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佩洛西窜访台湾六宗罪

8 月 5 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东部
战区按计划，继续
在台岛北部、西南、
东部海空域进行实
战化联合演训，检
验提高战区部队联
合作战能力。各任
务部队始终保持高
度戒备，随时准备
应对一切突发情
况。图为某舰官兵
在瞭望观察。 新
华社发 林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