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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快讯

“合买天团”喜中福彩快乐8游戏大奖
8月3日，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游戏第2022205期开

奖，大奖出自赤峰市巴林右旗第15046721号福彩销售站，幸
运的10位彩民组成“合买天团”喜中大奖。这10位彩民凭借
一张合买110元的选九复式票，幸运中得“选九中九”1注，

“选九中八”18注，“选九中七”36注，总奖金共计343200元。

快乐8游戏上市以来，以其返奖率高、天天开奖的特点
深受彩民喜爱，这期中奖彩民平时购彩时聚在一起探讨研
究快乐8玩法，每期由一位彩民选号其他彩民参与的形式
进行投注，他们把购彩当成一种娱乐、一种募捐，最终收获
了这份惊喜！

70周年校庆是内蒙古农业大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

程碑，是全体农大人同襄共庆、畅叙情谊的盛会，也是

回顾办学历史、总结办学经验、展示办学成就、扩大社

会影响的盛会，更是学校迈向新时代新征程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振奋精神、谋划蓝图的重要契机！自2021

年 9月 10日发布校庆一号公告以来，我校校庆筹备工

作得到各级领导、广大校友、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全体师

生员工的热切关注和鼎力支持，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

谢和崇高的敬意！

2022年9月10日，内蒙古农业大学将举行建校70

周年庆祝大会。佳期将至，同心期盼。鉴于目前疫情防

控形势，为确保广大校友和各界贤达的健康安全，我们

将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采取“活动现场+云校

庆”的方式，如期举办内蒙古农业大学建校70周年庆祝

活动，通过网络同步推送校庆实况，让更多的校友和社

会各界人士在线观看并参与。直播预告将通过学校官

网、校庆专题网站、学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欢迎关

注。

为便于各位校友和嘉宾参与校庆活动，我们将校庆

期间的主要活动安排公告如下：

1.建校70周年庆祝大会：9月10日上午10：00，在

内蒙古农业大学西校区文体馆三楼隆重举行。

2.乡村振兴高峰论坛：9月9日全天，在宾悦大酒店

举行。

3.内蒙古新农科建设工作会：9月9日下午，在内蒙

古农业大学图书馆书缘会议室举行。

4.“植根北疆 逐梦草原”主题校庆文艺晚会：9月

10日晚7：30—9：30，在内蒙古农业大学西校区文体馆

三楼举行。

5.学术活动：9月4日至10日，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各

校区，以“线上+线下”的方式，举办院士报告会、北疆农

林系列学术论坛、国际合作交流学术论坛等系列学术活

动。

6.校史展、成果展、书画摄影作品展：9月4日起，在

内蒙古农业大学西校区图书馆、文体馆举办，具体时间

另行通知。

7.重点实验室参观：9月9日至10日，开放内蒙古农

业大学各校区重点实验室，供参加校庆活动的嘉宾、校

友参观。

8.表彰活动：9月10日举办的校庆文艺晚会期间，

进行建校70周年“耕耘奖”“育人奖”表彰。

9.校庆标志性纪念物（蒙古马雕塑）、蒙草生态馆、

校友林落成揭幕仪式，分别在内蒙古农业大学南校区兽

医学院大楼前、生命科学大楼二楼、内蒙古农业大学东

校区举行，具体安排届时将另行通知。

10.师生联谊活动：9月4日至10日，校庆活动周期

间，组织开展校院两级校友报告会、座谈会及校友联谊

交流活动。

内蒙古农业大学70周年校庆是学校凝心聚力、再

创辉煌的重要契机。我们诚邀各级领导、各界宾朋和广

大校友拨冗莅临，或以云端相聚的方式参加，共叙桑梓，

共创未来！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联系人：常亮

联系电话：0471-4315181（传真）

0471-3821329

电子信箱：nndxqb@126.com

通信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学苑东街275

号内蒙古农业大学建校7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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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业大学70周年校庆公告
（第二号）■上接第 1版 为促进农牧业高质高

效、农村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
富足贡献了重要力量，树立了鲜明导
向。

着力打造科普活动品牌。在科普
传播活动开展上下功夫，连续5年开展
覆 盖 全 区 12 个 盟 市 、 103 个 旗 县
（市、区）的“百名专家走进盟市旗县
科普传播行”“科技助力精准扶贫和乡
村振兴旗县行”活动 11 个轮次，组
织 1000 多位北京及自治区专家深入
基层一线举办科普讲座培训、现场技
术指导和医疗服务等 4130 多场次，
受益群众 500多万人次；每年在全区
范围内组织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科普日活动 2000 多场次，受益群众
超过 120万人次。在科技教育活动开
展上下功夫，深入开展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机器人竞赛、高校科学营、
五项学科竞赛等青少年科技教育活
动，年参加青少年超过 60 万人次；
切实加强科技场馆建设，全区旗县以
上科技馆达到 94 个，数量排在全国
前列，全区馆校共建校超过 700 所。
在科技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上下功夫，

每年举办社区科普志愿服务、“送科
技下乡”志愿服务、应急科普志愿服
务等活动 3000 多场次，受益人数超
过110万人次。

着力提高科普信息化水平。打造
“科普中国”内蒙古平台，加大“科普
中国”资讯转载推送力度，全区科普
信息员累计转载推送科普资讯6371万
篇次，排在全国第4位；加强乡村、社
区、校园科普 e 站建设，数量达到
6403个，年点击量超过5000万次。打
造科普内蒙古平台，依托央视频、新
华网、微信公众号、手机客户端等搭
建科普服务平台，每年通过平台推送
科普信息5万多条次，点击量2000多
万次。打造4k数字电视科普内蒙古平
台，覆盖310万用户，每年发布科普图
文信息600多篇次、视频400多部，点
击量500多万次。打造“云上科普”内
蒙古平台，围绕实际需求，开展“零
时差”“零门槛”“零距离”线上科普
服务，2022年年初上线以来，累计举
办线上讲座20多场次，推送科普文章
5000多篇次，受益群众5万多人次;每
年利用快手、抖音、今日头条等平台

推送科普信息、音视频等 6000 多条
次，点击量1200多万次。

着力壮大科普人才队伍。加强科
普工作队伍建设，组建起55人的弘扬
科学家精神宣讲团，116支、3207人
的科普专家团，1714支、13.6万人的
科技志愿者队伍，56.2万人的科普信
息员队伍，信息员人数排在全国第 7
位。加强科普工作队伍管理，健全完
善管理机制，制定相关制度，修订管
理办法，建设管理平台；加大科普工
作者教育培训力度，累计开展科普信
息员培训 500多场次，培训人数超过
10万人次，开展科技辅导员培训班46
期，培训科技教师5700多人。加强先
进典型选树宣传，累计对162名优秀科
普专家、279名优秀科普信息员、140
名优秀科技志愿者、31个优秀科技志
愿服务队、100个科普队伍建设优秀组
织单位提出表扬；每年评选内蒙古

“最美科技工作者”20名；每年在《内
蒙古日报》《内蒙古科技报》《身边科
学》 期刊等媒体刊发科普工作者先进
事迹稿件120多篇次、专版40多个。

（内蒙古科协供稿）

内蒙古科协百名专家科普传播行活动获中宣部表彰

牢记嘱托建新功
□新华社记者 陈诺 姜刚 刘晓宇

2011 年 4 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
近平在安徽考察时来到太和县张槐村，
向种粮能手徐淙祥了解小麦种植情况，
鼓励他继续攻关小麦高产关键技术，为
国家粮食生产多做贡献。

今年夏天，徐淙祥种的小麦亩产再
创新高，他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
汇报丰收的好消息。6 月 27 日，习近平
总书记给徐淙祥回信说：“得知你家种植
的小麦喜获丰收，儿孙也跟着你干起了
农业，我感到很高兴。”回信中，总书记

“希望种粮大户发挥规模经营优势，积极
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带动广大小农户多
种粮、种好粮，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
力量”。

月亮还悬在半空，天尚未透亮，晨风
掠过田野，送来一阵清凉。明晃晃的车
灯由远及近：清晨5点，徐淙祥骑着电动
车下地了。

“这段时间旱得很，庄稼又是最需要
水和肥的时候，一天不下地看看，我心都
提着。”老徐说。

虽说今年小麦的好收成给老徐一家
的好日子托了底，但这位老把式对新一
茬庄稼的牵挂丝毫未减。

说着话，老徐沿着窄窄的田埂走进
玉米地。玉米正值抽穗。老徐大半个身
子埋在玉米丛里，把叶片捧在手心，又把
头探向玉米秆底部细细察看。他还不时
从腰包中掏出小本子做记录。

汗珠从老徐斑白的两鬓冒出来，顺

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他长出了一口
气：“长得好着呢！”

天边渐渐泛白了，也许是穿着白衬
衫的缘故，老徐的皮肤看上去黝黑黝黑
的。

夏粮早已归仓，新一茬庄稼是老徐
心头的“宝贝”。“今年夏种，我在试验田
里种了16个新品种玉米，还有100亩地
在试验套种大豆和玉米。”

顺着老徐手指的方向，只见远处抽
穗的玉米和开花的大豆交错排列着。“良
种配良法，才有好收成。大豆能固氮养
地，地更有劲儿，还能少用化肥。玉米不
减产，多收一茬豆，收入肯定错不了。”老
徐说。

日头升高了。老徐从地里出来，脚
上沾满了泥，衬衫也湿透了。他用手抹
了把汗，从车篮子里拎出一个塑料水杯，
猛灌了几口浓茶，又从塑料袋里掏出菜
饼，坐在车座上就着蒜瓣有滋有味地吃
起来。

谈起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老徐
乐呵呵地说：“总书记操劳国家大事，
那么忙还给我回信，我打心里感到当

农民、种粮食很光荣、有奔头。总书记
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心里
都热乎乎的。不管平日里有多累，一
想到总书记的嘱托，浑身都是使不完
的劲！”

50 多年前，高中毕业的徐淙祥卷
起铺盖回了村。他心里寻思：不能像
老一辈一样任由庄稼种在地、收在天，
自己读了不少书，不信就干不出个名
堂来。

从此，徐淙祥手上经常捧着农业科
技书，还四处向农技专家拜师学艺。只
要在田间地头搜罗到新品种，他就像宝
贝一样种到自己家的地里。

就这样，徐淙祥硬是从一个“门外
汉”成了乡农技站站长，还被破格晋升为
高级农艺师，成了当地响当当的种粮能
手。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些年，可是
赶上了种粮的好时候，乡亲们劲头更足
了。”老徐说，“好政策一个接一个，土地
流转让我种的地达到1200多亩。种粮
补贴更高了，最低收购价也提高了，还有
农资补贴呢。”

已是晌午，徐淙祥身边围了一圈又
一圈的人，他们是县里农业广播电视学
校的学员和村里的乡亲们。

“老徐，你快给看下，我这个玉米叶
子怎么那么干巴？”

“徐老师，种大豆，行距多少能高
产？”

徐淙祥从田里拔出两株大豆，给大
家讲起来。

“找上门来学技术的人多着呢，带着
乡亲们多种粮、种好粮，别提成就感有多
大了。”老徐说。

现在，徐淙祥正张罗着参与筹办阜
阳市种粮大户协会，搭建线上、线下平
台，让农业技术传得更广。

在徐淙祥的农业实验室里，“阜航麦
1号”的种子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老
徐满脸得意：“这可是坐着神舟十号飞船
上过天的好种子。”

有了好种子，老徐把自己也“种”到
了农田里，每天不是在农田里观察侍弄
庄稼，就是奔波在路上。“靠着好种子，今
年夏收，一亩地打了1600多斤粮，又创
了新纪录。”

“在我的试验田里，像‘阜航麦1号’
这样的小麦新品种种过20多个。”老徐
一边比划一边说，“不是吹牛，我抓一把
小麦，就大致知道是什么品种，到麦田里
转一圈就能估摸出产量。”

正说着，徐淙祥腰间的手机响了，孙
子徐旭东从实验室打来电话。“催着我把
样品带回去检测哩！”徐淙祥说，儿子徐
健跟他种示范田，孙子大学毕业后给他
做起了科技助手。“爷仨接力种好粮，咱
后继有人啊！”

（新华社合肥8月10日电）

带领乡亲们多种粮、种好粮

【开栏的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条战线的干部群众广泛深入交流。总
书记的暖心问候、热情鼓励、殷殷嘱托，为大家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强大
精神力量。即日起，新华社开设“牢记嘱托建新功”栏目，推出系列报道，采访各
行各业人士，听他们讲述牢记总书记嘱托，苦干实干建新功的新时代奋斗故事。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
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
不渝的历史任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祖国完全统一面临着新的
形势。8 月 10 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
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进一步重申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追求祖
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阐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新
时代推进实现祖国统一的立场和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
驾驭复杂局面、战胜风险挑战的综合实力和必胜信心，完全有能
力推动祖国统一大业阔步前进。

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懈奋斗的
历程、成就和经验，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主心骨，是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
八大以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中
国统一大业新的历史方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对台工作理论和实
践创新，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有力维护台海和平
稳定，扎实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
族复兴而解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所决
定的，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和势所决定的。国家发展进步特
别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持续增强，不仅有效遏制了“台
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更为两岸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带来了巨大机遇。当前，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已经踏上了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础
更雄厚、能力更强大，必将有力推动祖国统一进程。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
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和法
理事实不容置疑，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地
位不容改变。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台湾民进党当局加紧进行“台
独”分裂活动，一些外部势力变本加厉搞“以台制华”，企图阻挡中
国实现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近日，美国国会众议
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在美国政府放任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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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此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制措施，坚决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力打击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得到国际社会正义力
量的广泛支持。事实再次证明，民意不可违，玩火必自焚，祖国统一的历史车轮滚滚
向前，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挟洋谋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注定失败。

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在民族复兴的新征
程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坚决粉碎“台独”分
裂和外来干涉图谋，团结台湾同胞共谋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按照“一国两制”实
现两岸和平统一，将给中国发展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新的基础，将给台
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有利
于亚太地区及全世界和平与发展。

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
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台湾问题是中国
的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相信，
只要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同心同德、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够粉碎任
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图谋，就一定能够汇聚起促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
兴的磅礴伟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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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谭克非10日就我军在台岛周
边海空域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台媒报道，美国会众
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解放军在台湾
岛附近海空域组织“锁台”式高强度实
弹演训，数枚导弹飞越台岛，这可能只
是个开端，台湾被压缩的战略空间回不
去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谭克非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近期在
中国台湾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实施系列
反制行动，就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
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正震慑，是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必要之举，有
关演训行动公开、透明、专业，符合国内
法、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美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一意孤行，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悍然挑战和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严重破
坏台海和平稳定。蔡英文及民进党当
局挟洋自重、谋“独”挑衅，弃台湾人民
安危于不顾，把台湾推向灾难的深渊，
终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谭克非表示，两岸统一的历史进程
不可阻挡，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和势始终
在推进祖国统一力量这边。为了台湾
人民的福祉，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
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中国人民
解放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
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留下任何空间。

“台独”分裂势力为了一党之私、一己之
私，不顾民族大义，逆时代潮流而动，注
定要走向自取灭亡的不归路。当前，两
岸关系再次面临两种前途的抉择，何去
何从，台湾当局必须做出正确选择。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就我军在台岛
周边海空域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10日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
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进一步重申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展现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追求祖国统一的坚
定意志和坚强决心，阐述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在新时代推进实现祖国统一的
立场和政策。

白皮书的发表，在海峡两岸及港澳
地区引发强烈反响。受访人士表示，这
份白皮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深入贯彻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
略的重大举措，将有力提振矢志追求国
家统一的精气神，增强岛内和海外反

“独”促统力量的信心和勇气，凝聚支持
和促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磅礴伟
力。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置
疑也不容改变

“白皮书向全世界重申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展示中央对实
现祖国统一的坚定立场，理直气壮。”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0日表示。

“白皮书援引大量的考古发现、研究
证明和历史资料，充分证明了台湾是中
国的一部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

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律效力的文件，都
已经明确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这一点
不容置疑也不容改变。”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说，台湾问题的
历史经纬明明白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台独”势力和
反华势力妄想鼓吹所谓“台湾地位未
定”，企图篡改歪曲历史事实、包装其分
裂图谋，注定站不住脚。

统一联盟党主席、历史学者戚嘉林，
40多年前因不满岛内出现扭曲历史的

“台独”分裂言论，一头扎入台湾史研究，
用铁的事实还原日本对台湾殖民压迫的
历史真相，弘扬台湾人民的爱国精神。

“历史不容否认，台湾属于中国，天经地
义，也为国际公认。我坚信祖国定会统
一，我会坚守初心，守护两岸共同的历史
记忆。”戚嘉林说，实现统一关乎两岸民
众福祉，是中华民族共同愿望，是民族复
兴必然要求。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国际社
会广泛理解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
分裂活动、推动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
业。截至目前，在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基
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达
181个。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指
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
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为联大第

2758号决议所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是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作
出的郑重承诺。美西方根本没有法律
和道德依据插手中国内政和阻挠中国
统一。

他说，白皮书发表有力破解岛内“台
独”势力和美西方攻击抹黑，充分展现我
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
民族根本利益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广泛争取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与国
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祖国完全统一进程不可阻挡

白皮书指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
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所决定的，也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和势所决定的。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
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也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的目标。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
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全
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在同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完成祖国
统一大业。

“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从根本上决
定着两岸关系走向。”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说，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
的伟大成就，深刻影响着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祖国必
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两岸关系发展

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
1980年，大陆生产总值约3030亿美元，
台湾生产总值约423亿美元，大陆是台
湾的 7.2 倍；2021 年，大陆生产总值约
174580亿美元，台湾生产总值约 7895
亿美元，大陆是台湾的22.1倍。国家发
展进步特别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
实力持续增强，不仅有效遏制了“台独”
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更为两岸交
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带来了巨大机
遇，牵引着两岸关系沿着统一的正确方
向不断前行。

昆山台青郑光益在大陆各地发展
15年，一直坚信两岸终将统一。他说，
两岸已经形成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
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积极投身祖
国大陆经济社会建设，依靠祖国大陆的
强大后盾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台湾前
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
族复兴，日益凝聚为广大台胞的共识。”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中国已跃升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实力大幅增强，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
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决心不可动摇、
意志坚如磐石。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
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任何人任何势力都
无法阻挡。

■下转第6版

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引发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