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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报道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27 日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 吴钊
燮是“台独”顽固分子，在谋“独”犯
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正告民进党当
局，统一是正道，“台独”是绝路。 任
何勾结外部势力谋“独”拒统的行径
终遭清算。

正告：“台独”是绝路

有记者问， 台湾地区对外交往
部门负责人吴钊燮近日窜访斯洛伐
克、捷克，大肆兜售“台独”主张，散
布“台独”言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
何评论？

马晓光表示，正告民进党当局，
统一是正道，“台独”是绝路。 任何
勾结外部势力谋“独”拒统的行径
终遭清算。

马晓光说，一段时间来，吴钊燮
借各种名目，以各种形式，在国际上
叫嚣“台湾是主权国家”，兜售“台
独”主张，不惜充当外部反华势力
的棋子，不断进行谋“独”挑衅。 吴
钊燮之流的“台独”行径改变不了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撼
动不了一个中国的国际格局。

马晓光指出， 我们反对中国台
湾地区与我建交国进行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来，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
的。我们敦促有关国家言行一致，以
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慎重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要为“台独”
分裂势力提供舞台和便利，不向“台
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国防大
臣近日在台海问题上指手画脚，请
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在答问时表示， 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
内政，不容外部势力插手干涉。我们
希望英国的这些官员恪守中英建交
时对中国的承诺， 不要给台海和平
稳定带来损害。

买军火只能“吹哨壮胆”

针对近期美台勾连行径， 马晓
光应询表示， 美台近期加紧勾连挑
衅的背后，包藏的是“以台制华”的
祸心，打的是“倚美谋独”的算盘。无
论他们怎么勾连折腾，都是徒劳的。

马晓光就此谈了四点看法。 第
一，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
威胁是民进党当局与外部势力加紧
勾连，不断进行“台独”挑衅，包括
赤裸裸地贩卖“两国论”，这是破坏
台海和平稳定、 升高台海局势风险
的根源。 台湾民众是清楚的。

第二， 美国总想拿台湾问题做
文章，找麻烦，不断挑战中国核心利
益，是枉费心机。今天的中国不惧怕
任何国家的打压。 我们敦促美方切
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特别是 “八·一七” 公报规
定，停止一切对台售武。

第三， 民进党当局不惜债台高
筑购买军火只能“吹哨壮胆”，长不
了“肌肉”， 更换不来台海和平稳
定。他们拿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天价
向美国购买军火， 这些赔本买卖背
后，到底谁获利，谁中饱私囊，又损
害了谁的利益，不言而喻。

第四，我们绝不容忍“台独”，绝
不允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任何人
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
力！ 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沉迷于“倚
美谋独”“以武谋独” 的梦幻中，胆
敢铤而走险，必将遭致灭顶之灾。

保留采取一切措施选项

有记者问，据悉，有关部门或将
就惩办“台独”分裂势力进行专门立
法，请予证实。 马晓光回应指出，“台
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
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坚决打击“台
独”顽固分子，是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也是保障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应有举措。法网
恢恢，疏而不漏。 凡是组织、策划、实
施分裂国家、 破坏国家统一行为的
“台独” 顽固分子， 包括那些操弄
“修宪谋独”和为谋“独”打开方便
之门的挑头分子，必将受到严惩。

马晓光在答问时还表示， 中国
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愿以最大诚
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
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 最符合包括
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
益。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针对的
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 “台独”
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

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统一是正道，“台独”是绝路

勾结外部势力谋“独”拒统终遭清算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电

针对美国务卿布林肯 10 月 26
日再次鼓吹所谓“台湾有意义参与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民进党当局
表示感谢，马晓光再次强调，联合国
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
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
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台湾无权参加联合国。

他应询指出，关于中国台湾地
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问题，国
际社会有定论、有惯例，那就是：必
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美方一段
时间以来编出各种说法，包括所谓

“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甚至提到
“有意义参与联合国”， 严重违背
联合国有关决议，严重违背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
“台独” 势力发出严重错误的信
号。

马晓光表示， 我们了解台湾同
胞对参与国际活动的想法和感受，
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过
去曾经、今后也可以作出妥善安排。
但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以各
种似是而非的谎言欺骗岛内民众、
误导国际舆论， 妄想推动中国台湾
地区“加入联合国”、以参与国际活
动谋“独”，这是绝无可能的。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权参加联合国
驳斥美国务卿布林肯鼓吹所谓“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电

在 27 日召开的北京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
任庞星火介绍，北京市本轮疫情
病毒均为德尔塔变异株，与近期
我国内蒙古、甘肃等地报告病例
的病毒高度同源，已报告感染者
共存在 3个独立传播分支。

庞星火说，北京市疾控中心
对近期北京市京外关联本地病例
开展全基因组测序分析比对，结
果显示，本轮疫情病毒均为德尔
塔变异株，与近期我国内蒙古、甘
肃等地报告病例的病毒高度同
源，属于同一传播链；截至目前，

北京市已报告感染者共存在 3个
独立传播分支， 分别为丰台传播
分支，昌平传播分支，以及涉及丰
台、海淀、昌平关联聚集性疫情传
播分支。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北京市
公安局副局长潘绪宏通报了 5
类涉疫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包括
违反小区封控措施、不服从防疫
工作人员管理；违反进出京疫情
防控要求、逃避正常检查；违反
公共场所疫情防控规定，不按要
求佩戴口罩、测温验码，拒不服
从管理；拒不执行疫情期间密闭
场所暂停开放要求；非法组织跨
省旅游活动、妨害传染病防治工
作。

新华社济南 10 月 27 日电

记者从山东省日照市 27 日
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 五莲县 27 日
新增 2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
例阳性检测者。截至目前，五莲县
共有 6 名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自 10 月 25 日疫情以来，五
莲县已排查密接人员 532 人，次
密接人员 1044 人，并全部完成
采样，全部集中隔离。 首例确诊
患者赵某某女儿所在班级 48 名
同学、114 名家长、12 名教师，
共 174 人； 涉及校外培训机构
相关人员 36 人， 核酸检测均为

阴性。
针对疫情扩散风险， 五莲县

城区小学、幼儿园已经全部停课；
中学（高中、初中）住校生实行封
闭式管理，走读生居家学习，其中
高三学生全部住校实行封闭式管
理。 按照“核酸检测要全覆盖、多
频次”要求，五莲县 27 日对管控
区内所有人员开展第二轮核酸检
测。

目前， 五莲县生活必需品供
应持续稳定，物资供应价格平稳，
基本满足县城居民正常需求量。

鉴于五莲县洪凝街道学府壹
号小区已成为中风险地区，27 日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下发通知，
即日起暂停跨省游。

据新华社兰州 10 月 27 日电

10 月 18 日至 26 日 24
时， 甘肃省共有本土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 55 例。 在此次疫情
中，患者的特点是怎样的？采取
了哪些治疗措施？ 26 日下午，
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综合组甘肃工作组医
疗救治组专家、 广东省中医院
副院长张忠德。

问：此次疫情中，患者的特
点是怎样的？

答：一是与以往不同，此次
甘肃收治的患者中发烧的人
少， 但患者大多出现口干、咽
干、干咳等燥热症状，一些人出
现头痛、关节痛、流鼻涕等风寒
症状。二是患者中老人比较多，
绝大多数患者在 50岁以上，重
症患者中 70岁以上的有 9例。
三是患者大多有基础病， 比如
糖尿病、高血压、慢性肺部疾病
等。 加之德尔塔毒株传播速度
快、转阴时间长、病情加重时间
短等特点，治疗难度有所增加。

问：治疗采取了哪些方法？
效果如何？

答：针对上述情况，国家、
省、市的医疗队伍协同工作，采
取了中西医结合的方式， 有效
阻断了重症病例向危重症发
展。 针对患者燥、寒的情况，我
们加用了滋阴、补气、扶正、祛
寒的中药， 有效缓解了患者口
干、咽干、干咳等症候。

问：对疫情防控，您还有哪
些好建议？

答： 一是建议市民严格遵
守当地疫情防控政策， 非必要
不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多通
风。二是做好保暖，尤其是护好
头、颈、脚等部位。 三是饮食少
辛辣、 少烟酒， 多吃蔬菜多煲
汤，多补充滋阴、润肺的食物。
四是保证休息，增强抵抗力。

北京本轮疫情病毒均为德尔塔变异株
已报告感染者存在 3 个独立传播分支

甘肃此轮疫情中患者绝大多数超 50岁
救治组专家：中西医结合有效阻断重症病例向危重症发展

[关注疫情防控]

五莲新增2例本土确诊、3例阳性检测者
山东即日起暂停跨省游

27日，在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富兴街街道采样点，工作人员帮助居民关联健康码登记身份信息。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