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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就大陆暂停台湾地区菠萝输入答记者问

去年通报了 28 批次菠萝不合格

台湾方面没有任何回复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记者查文
晔、刘欢、石龙洪）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17 日应询指出，2020 年大陆有关方面向
台湾方面通报 28 批次台湾地区菠萝不合
格情况，提醒台方加强源头管理。遗憾
的是，不合格情况一直未得到改善，台湾
方面没有任何回复。
当日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
记者问，大陆暂停台湾地区菠萝输入后，
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人称，为何大
陆去年就检出台湾菠萝不合格，现在才
宣布禁止输入？请说明相关情况。朱凤
莲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朱凤莲说，经风险评估，台湾地区菠
萝传带植物疫情风险很高。为防范植物
疫情传入，保护大陆农业生产和生态安
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关方面暂停台
湾地区菠萝输入。这是正常的生物安全
防范举措，科学合理。
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朱凤莲指出，大

陆方面一直高度重视台湾农民利益福
祉，积极采取措施为台湾农民排忧解难，
协助他们拓展大陆市场，岛内农产品滞
销时及时伸出援手，帮助台湾农民渡过
难关，
使他们获得实实在在好处。
“此次大陆暂停台湾地区菠萝输入，
是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采取的
正常防范举措，完全合理、必要。民进党
当局把技术性问题泛政治化，恶意抹黑
大陆，自己关上解决问题的大门。”她说，
“从源头上解决农产品安全问题并不难，
关键是民进党当局没有丝毫为台湾农民
着想的意愿。做些吃菠萝的表面文章，
不过是要蒙混过关而已。
”
有记者问，
大陆是否愿意和台方共同
协商农产品生物病虫害防治事宜，
或在目
前两岸农业单位对口机制下进行处理？
朱凤莲表示，农产品安全事关民众
切身利益。希望台湾有关方面予以重
视，履行好监管责任，加强源头管控，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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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台办等部门联合出台

支持台胞台资企业
“农林 22 条措施”

免给业者和民众带来损失。
“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借机制造敌意，
一方面又声称要‘坐下来谈’，他们不觉
得这样挺无聊吗？”
她说。
有记者问，大陆暂停台湾菠萝输入，
台方称是大陆政治打压，对普通农民施
压。现在大陆出台“农林 22 条措施”，惠
及台湾农业人士。是否担心台方解读为
这是“釜底抽薪”或者“胡萝卜加大棒”的
措施？
朱凤莲回答说，无论是暂停台湾地
区菠萝输入，还是出台“农林 22 条措施”
，
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大陆在对台工作
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
体现。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人民需要安全的农产品和生态环境，我
们就要把好关，守好责。人民需要高质
量的发展，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
就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在推动两岸融
合发展过程中提升两岸同胞福祉。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国务院
台办、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国家发
展改革委、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水利部、
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供销总社 17 日联合出台《关于支
持台湾同胞台资企业在大陆农业林业
领域发展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农林
22 条措施”
），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农林 22 条措施”秉持“两岸一家
亲”理念，围绕台胞台企在农业林业领
域发展涉及的农地林地使用、融资便利
和资金支持、投资经营、研发创新、开拓
内销市场等方面提出具体支持措施，进
一步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支持台
胞台企参与大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出台
“农林 22 条措施”
，
是有关部门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
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
推进
“十四五”
规划落地实施，
完
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同等
待遇的制度和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将
进一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
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

外交部针对美日近日发表有关联合声明恶意攻击中方表示——

立即停止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
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记者孙楠、伍
岳）针对美日近日发表有关联合声明恶意
攻击中方对外政策、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妄
图损害中方利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7
日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敦
促美日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立即停止
搞针对中国的
“小圈子”
。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
日 16 日举行外长防长“2+2”会晤并发表
联合声明，称中方行为与现行国际秩序不
符，对国际社会构成挑战。声明还就多个
涉华问题表示关切。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美日联合声明恶意攻击中
方对外政策、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损
害中方利益，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
对，已分别向美日双方提出严正交涉。我
愿在此强调几点：
第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规则，就
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美日没有资格单方面定义国际体
系，
更没有资格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人。
第二，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同 112 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
参加了 100 多
个政府间国际组织，
签署了超过 500 多个多
边条约，
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
队最多的国家。美国一贯奉行双重标准，
对
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建国
后近 250 年历史中仅有 16 年没有打仗，在
全球拥有数百个军事基地。谁是世界和平
与安全的最大威胁，
国际社会自有公论。
第三，中国在台湾、涉港、涉疆、南
海、钓鱼岛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
确的。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的决心和意志坚如磐石。中国对南海诸
岛及其附近海域、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美国本土距离南海
8300 多英里，却常年派军机军舰在南海
开展军事演习和抵近侦查。炫耀武力、胁
迫威逼的正是美国。台湾、涉港、涉疆问
题都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美
日联合声明无视有关问题的历史经纬，罔

顾事实和真相，不过是美日狼狈为奸、干
涉中国内政的又一明证和诬蔑抹黑中国的
恶劣例证。
第四，美日固守冷战思维，蓄意搞集
团对抗，试图打造反华“包围圈”，这完
全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同本地区和世界绝
大多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
同期待背道而驰。美日此举只会给本地区
带来混乱甚至冲突，只会让世人越发看清
“美日同盟”祸乱地区和平稳定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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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日本为满足阻遏中国崛起复兴
的一己之私，甘愿仰人鼻息充当美国战略
附庸，不惜背信弃义、破坏中日关系，不
惜引狼入室、出卖本地区整体利益。这种
做法令人不齿，不得人心。
第六，我们强烈敦促美日立即停止干
涉中国内政，立即停止搞针对中国的“小
圈 子 ”， 立 即 停 止 破 坏 地 区 和 平 稳 定 大
局。中方将采取一些必要措施，坚决捍卫
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蛮横霸道 无理无效

就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举行前夕，美
方在北京时间 17 日宣称对部分中方官员
实施所谓的金融制裁，妄称这些官员“削弱
了香港高度自治”。美方一再明目张胆地
粗暴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在香港问题上说
三道四，蛮不讲理地对中方人员施以霸凌
行为，令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所有有正义
感的人们感到愤慨。
前不久，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完善香港
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彰显了包括
香港同胞在内的 14 亿中国人民维护国家
安全和香港安宁的共同心声，从根本上维
护香港特区的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完善
香港选举制度，是为了让“爱国者治港”这
一根本原则得到有效落实，防止反中乱港
分子利用现行选举制度漏洞阻挠特区政府
施政甚至谋夺特区管治权。香港特区选举
制度怎么设计、怎么完善纯属中国内政，任
何外国都无权说三道四。美方此举粗暴践
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大肆干涉中国
内政，再次暴露了其不讲道理的霸道行径
与霸权主义做派。
放眼世界，由爱国者治国，是国际公认
的基本政治伦理。完善地方政府的选举制
度乃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他国无权置
喙，这是国际通行原则。美国国会众议院
前不久就通过关于选举法律修改的议案。
试问，为什么美国可以根据需要对选举法
律进行修改，却对中方一个特别行政区法

律的修改如此横加干预，不惜挥舞制裁大
棒？在美国，普通人入籍时都要宣誓效忠
美国、捍卫美国宪法和法律，遑论担任国家
公职的人员。试问，为什么一旦中国要求
公职人员效忠国家，美方就横加干涉？这
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吗？
美方单方面制裁对中方无效，制裁大
棒吓唬不了人。一直以来，作为世界霸主
的美国制裁“成瘾”，动不动就对外挥舞制
裁大棒。中国不再是积贫积弱的国家，美
方所谓“制裁”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过是废纸
一张。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员法里德·扎卡
利亚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指出，美国
过度依赖制裁终将反噬自身。针对美方所
谓“制裁”，香港金融管理局一再表示，美方
的制裁行为是外国政府的单方面制裁，在
香港没有法律效力。
归根结底，美方宣布所谓“制裁”是近
来美西方就香港问题打压中国的“组合拳”
的一部分，充分暴露他们见不得香港好、不
想让香港治，把香港当作棋子遏制中国发
展的险恶用心和卑鄙伎俩。
眼下，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即将举行，美
方如此霸道向外界释放出错误信号。不
过，假如美国想借此向中方施加压力，妄图
在阿拉斯加会晤中占些便宜，那也是痴心
妄想。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记者吴
黎明）

12 个儿童病种
纳入救治范围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记者陈席元） 国家卫健委等
五部门近日发文，将 12 个病种
纳入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救
治管理病种范围，并鼓励各地
在国家确定的病种基础上，纳
入本地区多发、群众反映强烈
的儿童重大疾病。
这 12 个 病 种 包 括 脑 胶 质
瘤、髓母细胞瘤、颅咽管瘤、室
管膜肿瘤、恶性生殖细胞瘤、鼻
咽癌、甲状腺癌、胸膜肺母细胞
瘤、神经纤维瘤病、朗格罕细胞
组织细胞增生症、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及免疫性溶血性
贫血。
通知要求，各地要根据新
增病种诊疗需求和病例登记信
息数据等情况，及时调整完善
定点医院和诊疗协作组，细化
诊疗规范和临床路径，完善医
疗保障政策。

去年我国汽车后市场

消费规模超万亿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7 日电
（记者王雨萧） 记者 17 日从商
务部了解到，随着我国经济形
势稳定向好，2020 年 汽 车 后
市场消费持续复苏，初步估
算，全年汽车后市场消费规模
超 1 万亿元，有力拉动了汽车
消费。
汽车后市场是指已售汽车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或服务
活动。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0 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
有序回升，汽车改装、报废机
动车回收稳定增长，共享出
行、充电设施快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