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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18 日电 2021
年对台工作会议17日至18日在京举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
台工作决策部署，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和“九二共识”，坚决遏制“台独”分裂
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积极促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
一进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贡献力量，以优异
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汪洋表示，2020年是对台工作极
不寻常的一年。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
重要论述，应变求变、克难前行，统筹
做好应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涉台工作，有效应对处置复杂局面，
巩固反“独”促统大势和国际社会一个
中国格局，成绩来之不易。

汪洋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台海形势仍然严峻复
杂，对台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有
新的变化，“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
边。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增强风险

意识，树牢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
把我们日益增长的综合实力、显著的
制度优势转变为对台工作的效能。要
坚决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挟洋自重、
谋“独”挑衅，充分展示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意志，决不允许
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
祖国怀抱分裂出去。要支持台商台企
抓住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机遇，积
极参与“十四五”规划实施、国家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
岸融合发展新路。要打破民进党当局
对两岸交流合作的限制阻挠，持续完

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实现同等待遇
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让台胞有更
多获得感。各地区各部门要胸怀“国
之大者”，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压实责任，加强协调，
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对台工作
各方面全过程，把党中央相关决策部
署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主持会
议。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
刘结一作工作报告。中央党政军有关
部门和各地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021年对台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汪洋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为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
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
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上的重
要训词精神，庆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向全社
会宣传发布2020“最美基层民警”先
进事迹。

此次发布的 2020“最美基层民
警”，包括傅天雷、张岩、斯日古楞、陈
帅、沈云如、宣恒、苏海福、贾铭毅、肖
振宇、刘俊、安志、陈子丽（女）、何巧
（女）、熊中华、贺小东、任建华、陶永
生、赵林、杨东卫、李庆峰等20名当
选者，以及殷刚、李姝（女）、张伟、王
剑峰、吕宏伟、李勇、梅玉胜、邓柱华、
王小双、胡雷、贺丽远、次仁朗珠、成
亮、叶战军、胡瓦尼什·波拉提、王玉
纯、路涛等17名提名奖获得者。他
们中，有扎根群众、服务百姓永不止
步的派出所民警；有扫黑除恶、打击
犯罪智勇双全的刑侦民警；有逆行而
上、绝地营救的尖刀特警；有开拓创
新、不断提升执法服务水平的交通民
警；也有英勇无畏、热血铸忠诚的缉
毒民警；守卫边疆国门的移民管理警
察；守护百姓出行平安的铁路公安民
警；展现大国警察风采的驻外警务联
络官等。他们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第一线、防汛抗洪的最前沿、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虽然岗位不同，
但始终以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
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
一般的纪律作风，坚决捍卫政治安
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用
鲜血、汗水乃至生命，忠实践行着对
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
明的总要求，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社
会主义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
奉献的良好形象。

发布仪式现场采用视频展示、人
物访谈等形式，从不同侧面讲述了他
们的先进事迹和工作生活感悟。中
央宣传部、公安部有关负责同志为他
们颁发“最美基层民警”证书。

广大公安民警纷纷表示，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
和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以“最美基层民警”为榜
样，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锐
意开拓进取，积极投身平安中国、法
治中国建设，为奋力谱写“两大奇迹”
新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
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发布2020
“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记
者 马卓言 孙楠）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18日说，针对美方错误行
径，中方已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
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
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
组织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
制裁。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月15日发
表声明称，对6名中国中央政府和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制裁。中
方对此有何回应？

华春莹说，美方有关行径公然
插手香港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和中国司法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
决反对、强烈谴责。

她说，香港是法治社会，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必依，违法必
究，是法治的基本要求。“我们坚定
支持香港特区有关部门依法打击
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法律权威，捍
卫国家安全。”

华春莹强调，香港是中国的
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美方必须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
务，停止打着各种幌子干涉中国
内政、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不要
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

外交部：中方已决定对
在涉港问题上

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
实施对等制裁

一、当选者（20人）
1、傅天雷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右安门派出所民警兼右安门街道玉林

西里社区党委副书记
2、张 岩 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兼刑事警察支队支队长
3、斯日古楞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甘其毛都大

队巡逻一中队中队长
4、陈 帅 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警突击队大队长
5、沈云如 浙江省长兴县公安局虹星桥派出所民警
6、宣 恒 安徽省宣城宁国市公安局情报大队副大队长
7、苏海福 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
8、贾铭毅 山东省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
9、肖振宇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情指中心民警
10、刘 俊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中南警务综合服务站站长
11、安 志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12、陈子丽（女）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副教导员
13、何 巧（女）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磁器口派出所民警
14、熊中华 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公安局胜利派出所教导员
15、贺小东 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八大队大队长
16、任建华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公安局副局长兼闽宁派出所所

长
17、陶永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什市公安局乃则尔巴格派出所

教导员
18、赵 林 昆明铁路公安局昆明公安处禁毒支队副支队长
19、杨东卫 公安部驻外使馆警务联络官、参赞
20、李庆峰 辽宁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丹东边境管理支队大江口边境派出

所党支部书记、教导员
二、提名奖（17人）
1、殷 刚 天津市公安局河东分局二号桥派出所民警
2、李 姝（女）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庙前派出所综合中队副中

队长
3、张 伟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区分局西广场派出所所长
4、王剑峰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新街派出所民警
5、吕宏伟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水上分局下关派出所长江大桥应急救生

屯兵点民警
6、李 勇 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新天地治安派出所副所长
7、梅玉胜 江西省彭泽县公安局棉船派出所所长
8、邓柱华 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横沥分局田坑派出所民警
9、王小双 海南省临高县公安局和舍派出所负责人
10、胡 雷 贵州省普安县公安局高棉派出所民警
11、贺丽远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五大队大队长
12、次仁朗珠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巴青县公安局江绵乡派出所副所长
13、成 亮 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
14、叶战军 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城东公安分局火车站广场派出所所长
15、胡瓦尼什·波拉提 新疆巴里巴盖垦区公安局河东派出所副所长
16、王玉纯 上海海关缉私局情报技术处科长
17、路 涛 首都机场公安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站区派出所副科长

2020“最美基层民警”名单

□新华社记者 熊丰 任沁沁

披星戴月，苍茫大地耸立无悔身
影；日夜兼程，大街小巷留下守护足
迹。葆忠诚本色，甘当孺子牛，护卫社
会安定祥和、百姓福祉绵长。

像繁星在天空闪耀，他们是新时
代的“最美基层民警”。

从参军再到从警，新疆喀什地区
公安局乃则尔巴格派出所教导员陶永
生始终用真情践行为人民服务。

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陶永生组织全所民辅警深
入居民小区和单位为群众服务。每当
对讲机传来谁家没有菜，他第一时间
组织党员义务为群众代买蔬菜送到家
中；得知哪家有人生病了，他第一时间
组织党员买好药品送到病人手中。辖
区群众需要什么，他都想尽一切办法
帮助群众解决。

和陶永生一样，把公安工作的根
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中间的，还有重庆
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磁器口派出所
社区民警何巧。

何巧所在的磁建村，集中安置着
原重庆市高压开关厂 149 名聋哑工
人。2014年刚到社区的何巧，第一天
上班就碰了钉子。她到聋人群众家入
户，群众用手语比划了半天，但她怎么
都弄不明白。

这件事对何巧触动很大。她找来
手语教材和视频，每天坚持自学，并利
用节假日参加培训班。通过3个月不
懈努力，她逐步掌握了手语技巧。现
在，只要何巧一进社区，聋人群众都会
热情地和她打招呼，有什么想法都愿
意找她“诉说”。

2019年初，她创建了“巧姐无声警
务室”，紧贴聋人群众需求，设置了“调
解室”“谈心角”“学习室”，配备了聋人
群众专用的助听器、手写板、急救药品
等。聋人群众“说”：这儿就是我们温
暖的家！

把群众当亲人，他们用一点一滴
的努力汇成爱的溪流。

“熊警官是个好人，我舍不得他
走！”2020年 10月 12日，四川省凉山
州布拖县乌依乡村民阿初伍拉满怀深

情地说。这个熊警官是四川省广安市
武胜县公安局民警。2018年 6月，熊
中华主动请缨到这里参与脱贫攻坚
战，挂任乌依乡禁毒专职副书记。

日古村13岁的小阿力父母均因贩
毒服刑，他与 11岁的弟弟相依为命。
2019年，熊中华成为他们的结对帮扶
干部。他经常给孩子们买衣服、鞋子
及米、面、油，不时电话问候他们的学
习生活情况，还隔三岔五家访，给孩子
们改善生活、辅导作业。

融入彝乡，禁种铲毒，帮教吸毒人
员，树新风除陋习，两年多来，熊中华
走访群众近 2万户次，帮扶困难群众
200余人次，帮助留守学生8名。他结
对帮扶的两户群众全面脱贫。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是闽宁东西
部扶贫协作的典范。2019年，任建华
来到这片“金沙滩”担任闽宁派出所所
长。他带领全体民警辅警搭建“互联
网+群防群治”平台，7支由 193名党
员、网格员、保安员、治安志愿者等组
成的巡防队伍活跃在街头巷尾，共同
守护平安闽宁。

任建华还牵挂着脱贫工作。原隆
村妇女多留守家中或在附近打零工，
经济收入较低。任建华协调镇政府将

“扶贫车间”搬到了原隆村警务室，鼓
励妇女群众前往车间学习中国传统手
工艺制品。两年多来，已有200多名妇
女通过制作手工艺品，月收入由不足
500元增长到1500元左右。

为了让群众能够就近务工，他还
组织民警对辖区周边企业进行考察，
选择部分适合群众工作的工种、有较
高保障的企业，在警务站发布招工启
事，先后为 100余人找到合适就业岗
位。

惩恶扬善，他们在危急关头写下
正义篇章。

2016年7月28日14时许，犯罪嫌
疑人章某因感情纠葛，携带刀具和用
火药制成的爆炸装置来到长沙市雨花
区某小区，刺伤并挟持受害人吴某某。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刑事侦查
大队副大队长安志到达后，嫌疑人章
某将已经被刺伤的吴某某逼至了楼梯
处，情绪十分激动。见躺在地上的受
害人浑身是血，为尽快解救生命垂危

的人质，安志当即决定当着嫌疑人的
面解除武器装备后与其交流。在安志
的劝说下，章某终于同意让受害人接
受治疗。

在把受害人运送至救护车途中，
安志趁嫌疑人四处张望注意力转移的
瞬间，抓住战机冲向章某，紧紧抓住其
持刀的右手，将其摔倒在地。而章某
察觉到右手被抓住后，倒地同时将刀
刺向安志，将安志左手割伤。见一刀
落空，章某转而将刀刺向自己左胸自
杀。安志死死抓住刀不让其伤害自
己，此时增援民警合围过来，将章某制
服，被挟持的受害人成功解救。

在侦办一起特大毒品专案中，昆
明铁路公安局昆明公安处禁毒支队副
支队长赵林带队在玉溪国道设卡拦截
运毒车辆。一名毒贩驾驶摩托车掉头
狂奔，赵林驱车10余公里最终成功将
其拦停。毒贩欲行贿，被赵林拒绝。
毒贩见赵林铁面无私，突然从腰后部
拔出手枪拒捕。赵林毫不畏惧与嫌疑
人进行激烈搏斗，最终成功夺下嫌疑
人枪支将其制服，缴获毒品16.8公斤，
已上膛制式手枪一支、子弹11发。

禁毒工作风险大、诱惑多，但他一
直保持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诚忠心：

“禁毒就是我的初心，缉毒为民就是我
的使命！”

“不仅要用大案的思维办小案，还
要用对待大案的态度办小案”，这是甘
肃省兰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八大队大
队长贺小东常说的话。

2018年 5月，群众反映，5年前他
们在兰州购买商品房，置业顾问以外
地人买房需要本地社保证明为由，向
每人收取了 4000 元到 8000 元不等
的办证费用，而事实是他们所购房屋
并不在限购范围内，无需提交社保证
明。

5年后，他们先后找到多家单位申
请解决，但因没有留下任何凭证而收
效甚微。受骗群众抱着最后一线希望
找到刑警队。

全案无书证且历时5年，贺小东没
有丝毫退缩，他安慰受害群众说：“我
们肯定会查清楚，给大家一个说法。”

他组织侦查员将150多家住户的
报案材料及相关证据收集齐全，将5年

前的这起系列诈骗案件梳理清楚、证
据固定成型，将全部嫌疑人抓捕到
案。连续作战3个月，受害群众的200
多万元被全部追回。

近年来，非法改装的超载货车“百
吨王”压垮路基和桥梁，在全国不少地
方酿成恶性交通事故，给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广西南宁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
副教导员陈子丽感到责任重大，她说：

“要建立统一标准的数据模型，坚决把
‘百吨王’揪出来！”

她发现很多挂车在货箱藏着夹
层、夹层藏着液压杆，改装成严重超载
的自卸车。这一改，货箱尺寸出现异
常。陈子丽对改装车违规特征开展数
据画像，运用计算机编程进行数据建
模。

2020年 7月，广西公安厅交警总
队运用陈子丽研发的数据模型查出
400多台非法改装车。2020年11月，
陈子丽研发出第二个“百吨王”重点嫌
疑数据模型，成为公安部交通管理科
学研究所大数据平台查获“百吨王”的
强大利器。

辽宁边检总站丹东边境管理支队
大江口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李庆峰
扎根乡村15年，被誉为边境线上的“活
地图”。

刚刚调任河口村的李庆峰，面对
辖区的治安形势，逐渐意识到维护边
境秩序必须依靠群众力量，只有引导
他们共同参与边境治理，才能真正实
现边境辖区长治久安。

李庆峰开始从入户走访做起，熟
悉辖区社情民意。起初，李庆峰在走
访过程中常吃闭门羹，但他始终没有
放弃。他历时3年、步行2万余公里，
访遍辖区 1041 户人家，绘制 28张辖
区人口分布图，化解大小矛盾纠纷
1100余起，最终赢得了村民的认可和
信任。

桩桩件件，将群众的小事，当成自
己最重要的事；每一次具体细微的努
力，都为平安中国写下生动注脚。“最
美基层民警”，宛如闪耀在群众身边的
点点繁星，忠诚守护着万家灯火、国泰
民安。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他们，宛如一簇繁星
——2020年“最美基层民警”群像（下）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记者 孙楠 马卓言）针对美方近日在涉台问题上采取放松美台交往限制等行动，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说，鉴于美方错误行径，中方已决定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负责官员
实施制裁。

外交部：中方已决定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负责官员实施制裁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18日通报，1月17日0-
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10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 16例
（上海4例，陕西3例，浙江2例，湖南2
例，北京1例，天津1例，福建1例，广东
1例，四川1例），本土病例93例（河北
54例，吉林 30例，黑龙江 7例，北京 2
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
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13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519人，重
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1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84例（其
中重症病例2例），现有疑似病例3例。
累计确诊病例4518例，累计治愈出院
病例4234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 1 月 17 日 24 时，据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1301 例（其中
重症病例 43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2400例，累计死亡病例4635例，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 88336 例，现有疑似病
例 3 例 。 累 计 追 踪 到 密 切 接 触 者
940068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
者34231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5
例（境外输入11例）；当日转为确诊病
例61例（境外输入6例）；当日解除医学
观察12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医学
观察无症状感染者 788 例（境外输入
254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 10458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9557 例（出院 8758 例，死亡 162 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 46 例（出院 46 例），
台湾地区 855 例（出院 755 例，死亡 7
例）。

国家卫健委：17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09例 其中本土病例93例

1月18日，外国驻华使馆及国际组织人员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参观嫦娥五号任务航天器模型和实物时交流。当日，国家
航天局、中国科学院联合举办“大使走进中国探月工程”活动，邀请部分外国驻华使馆及国际组织人员来到嫦娥五号任务地面
应用系统总体单位国家天文台，宣介《月球样品管理办法》，颁发嫦娥五号国际合作伙伴纪念牌，参观月球样品存储和处理设施
设备。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大使走进中国探月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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