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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许支持
‘台独’
者在大陆赚钱”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2
日应询指出，
我们欢迎支持广大
台胞台企来大陆投资发展，
将继
续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
益，
但绝不允许支持
“台独”
、
破
坏两岸关系的人在大陆赚钱，
干
“吃饭砸锅”
的事。广大台商
台企要明辨是非，
站稳立场，
与
“台独”
分裂势力划清界限。

主实施惩戒。请问这两件事有
无关联？
朱凤莲指出，远东集团在
上海、
江苏、
江西、
湖北、
四川等
地的化纤纺织、
水泥企业存在一
系列违法违规行为，有关部门
依 法 对 其 采 取 罚 款 、追 缴 税
款、限期整改等措施，并收回
该企业闲置建设用地。查处
违法违规问题仍在继续。
台湾远东集团被罚
朱凤莲表示，
“台独”顽固
朱凤莲作出上述表态的 分子严重破坏两岸关系，严重
背景是：有记者问，新华社 22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
日报道上海、
江苏等省市执法部 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
门对台湾远东集团在当地投资 根本利益。对他们及其关联企
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 业和金主必须依法惩戒。
查处；
近日国台办公布
“台独”
顽
涉事企业是何来头
固分子清单，
并表示依法对
“台
独”
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和金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所

长王信贤称，从此次由官媒新
华社点名发布、五省市联合检
查的“规格”来看，远东被罚与
国台办宣布惩戒苏贞昌、游锡
堃、吴钊燮等“台独”顽固分子
不无关联。
据报道，远东集团以第二
代核心人物徐旭东为代表的徐
氏家族，曾高居台湾百大富豪
排名榜第三名。台湾联合新闻
网称，远东集团堪称台湾政治
献金大户，
在 2020 年选举中曾
砸下 5800 万元新台币（下同）
给 47 名蓝绿“立委”参选人。
2018 年苏贞昌竞选新北市长
时，其金主包括徐旭东家族旗
下企业亚东证券。2016 年，
苏
贞昌女儿苏巧慧第一次参选就
拿到 2039.8 万元捐款，
其中就

包括远东集团的 200 万元。
对
“台独”
顽固分子终身追责
今年 11 月 5 日，国台办发
言人朱凤莲应询表示，大陆方
面依法对清单在列的
“台独”
顽
固分子实施惩戒，禁止其本人
及家属进入大陆和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限制其关联机构
与大陆有关组织、个人进行合
作，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和金
主在大陆谋利，以及采取其它
必要的惩戒措施。她指出，我
们正告“台独”顽固分子，凡是
数典忘祖、
背叛祖国、
分裂国家
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大陆
方面将依法对
“台独”
顽固分子
追究刑事责任，终身有效。
（摘
编自《羊城晚报》
《环球时报》
）

15 个省份开展老年医疗护理服务试点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发布《关于开展老年医疗
护理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
（下
称《通知》
），拟在北京市、天津
市、
山西省、
吉林省、
上海市、
江
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山东省、
湖北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
区、海南省、四川省、陕西省等
15 个省份开展老年医疗护理
服 务 试 点 工 作 ，试 点 时 间 为

2022 年 1—12 月。
《通知》提到，在试点过程
中，一是增加提供老年医疗护
理服务的医疗机构和床位数
量；二是加强老年医疗护理从
业人员培养培训；三是增加多
层次老年医疗护理服务供给；
四是创新多元化老年医疗护
理服务模式；五是开展老年人
居家医疗护理服务试点；六是

探索完善老年医疗护理服务
价格和支付机制。
其中，对于开展老年人居
家医疗护理服务试点工作，
《通
知》要求，
试点地结合本地实际
确定部分符合条件的试点医
疗机构率先开展居家医疗护
理服务。试点医疗机构可通
过“互联网+”、家庭病床、上门
巡诊等方式为行动不便的老

一句话

新闻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
闻发言人米锋近日表示，
全
国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扫
尾阶段。
“除了辽宁省大连
市以外，
其他省份近日仅个
别地方有零星病例报告，
病
例主要来自集中隔离点和
风险管控区域。”国家卫生
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
有介绍，
这次疫情能在较短
时间内得到控制，
得益于我
国较高的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率。
（摘编自《新快报》
）
●近日，安徽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
议修订通过《安徽省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明确延长
婚假10天、
延长产假60天、
男方享受 30 天护理假等系
列奖励与社会保障措施。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
）
■数字中国

年人等提供专业的医疗护理
服务。有条件的试点医疗机
构要探索在为慢性病老年患
者开具出院医嘱和康复指导
建议时，明确其出院后常用的
居家医疗护理服务项目和频
次等，
方便居家老年患者。
《通知》明确，到 2023 年，
试点经验将向全国推广。
（摘编
自国家卫健委官网）

158 亿
《地下水管理条例》将
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施
行。数据显示，目前，全国
有 21 个省区市存在不同程
度的超采问题。地下水超
采区总面积达 28.7 万平方
公里，
年均超采量 158 亿立
方米，
其中华北地区地下水
超采问题最为严重。

“乒乓外交”
50 周年再续佳话
国际乒联于当地时间 11 月 21 日
晚宣布，中美选手将跨国配对出战
2021 年休斯敦世乒赛混双比赛。中
国选手林高远将搭档美国女队一号主
力张安，美国选手卡纳克将搭档中国
选手王曼昱。
据报道，
此前，
中国乒乓球协会联
合美国乒乓球协会向国际乒联提交了
允许中美混双配对参赛的申请。国际
乒联执行委员会 21 日召开会议并批
准了这一请求。国际乒联集团首席
执行官史蒂夫·丹顿表示：
“我们在休
斯敦再次见证了体育独特的力量，以
及乒乓球是如何创造对话、促进相互
理解。这将激励我们展示一场非凡
又深具历史意义的世乒赛，并支持整
个乒乓球界乃至下一代的梦想、希望
和抱负。
”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
理事会主席、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是
促成本次中美混双配对的关键人物，
他表示：
“ 今年是‘乒乓外交’50 周年

纪念，50 年前一次偶然的美国运动员
坐错中国球员大巴车事件，打开了中
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并促成了世界
乒坛最著名的历史事件之一。在其后
50 年间，中国乒协屡次促成跨国配
对，
让球员们跨越地区和语言的障碍，
携手亮相世界乒乓球赛场，为了心中
最高荣誉而战，同时也成为体育和文
化交流的纽带，这也正是‘乒乓外交’
最核心的意义。
”
据公开报道，2015 年苏州世乒
赛，中国选手许昕与韩国选手梁夏银
夺得混双金牌，中国选手马龙与德国
选手波尔携手参加男双的争夺。
2017 年杜塞尔多夫世乒赛，
中国选手
方博搭档德国女单选手索尔佳获得混
双季军，实现了德国女子乒乓球队的
一大突破。
多位学者表示，面对当前错综复
杂的国际环境，这一次的“乒乓外交”
对中美关系将起到促进作用，但效果
还要拭目以待。
（摘编自《现代快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