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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
令，公布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
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运行的神
经中枢，是网络安全的重中之重。
当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的安
全形势严峻，网络攻击威胁事件频
发。制定出台 《条例》，建立专门

保护制度，明确各方责任，提出保
障促进措施，有利于进一步健全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法律制度
体系。

一是明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范
围和保护工作原则目标。

二是明确了监督管理体制。
三是完善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认定机制。
四是明确运营者责任义务。
五是明确了保障和促进措施。
六是明确了法律责任。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

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徐
鹏航） 为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医疗
机构感染预防与控制 （以下简称感
控） 工作，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近日印
发通知，决定建立专业团队年度评
估机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每月抽
查检查机制、医疗机构一把手负责
制和每月研究机制、追责问责机制

“四项机制”。
通知要求，各省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要充分发挥有关专家作用，
组建辖区内感控专业团队。每年组
织有关专家成立若干评估小组，对
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的感控工作
进行一次整体评估，确保省域有关
医疗机构全覆盖。

对于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通知要求，每月要对辖区内的医疗
机构，特别是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
疗机构，参照年度评估工作进行感
控专项抽查。抽查要以“不发通
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
同、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形式

开展，一旦发现问题隐患，要予以
严肃通报，并限期整改到位。

通知指出，医疗机构的主要负
责人是本机构感控工作的第一责任
人，要对感控工作予以高度重视，
全面掌握本机构感控工作各项情
况，强化各项制度落实，持续提高
管理水平。各医疗机构要将感控工
作纳入领导班子重要议事日程，每
月至少组织召开一次感控工作专题
会，认真听取工作汇报，及时研究
解决实际问题。

通知强调，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要充分认识感控工作的复杂
性、艰巨性、长期性以及发生医疗
机构内感染后果的严重性，坚决克
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
理、松劲心态，进一步强化对辖区
医疗机构的监管职责，健全感控工
作追责问责机制。对因责任不落
实，整改不到位，发生医疗机构内
感染的，要直接追究医疗机构一把
手责任，并对有关责任人依法依规
予以严厉惩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建立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四项机制”

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李
国利 邓孟） 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
17 日透露，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
组将于近日择机执行第二次出舱活
动。

自北京时间 2021 年 6 月 17 日
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以来，神舟十
二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满
2 个月。其间，航天员乘组先后圆

满完成了货运飞船物资转移、天和
核心舱组合体管理、大机械臂操作
等工作；开展了首次出舱活动和舱
外操作试验，以及多领域的空间科
学实验与技术试验等任务，达到了
阶段性工作目标。

目前，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
状态良好，核心舱组合体运行稳
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组
将于近日择机执行第二次出舱活动

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记
者胡喆） 记者 17 日从国家航天局
获悉，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成功实现火星着
陆，截至 8 月 15 日，祝融号火星车
在火星表面运行 90 个火星日 （约
92 个地球日），累计行驶 889 米，
所有科学载荷开机探测，获取约

10GB 原始数据，祝融号圆满完成
既定巡视探测任务。当前，火星车
状态良好、步履稳健、能源充足，
将继续向乌托邦平原南部的古海陆
交界地带行驶，实施拓展任务。

在巡视探测期间，祝融号按照
“七日一周期，一日一规划，每日
有探测”的高效探测模式运行。导

航地形相机获取沿途地形地貌数
据，支持火星车路径规划和探测目
标选择，并用于开展形貌特征与地
质构造研究；次表层探测雷达获取
地表以下分层结构数据，用于浅表
层结构分析，探寻可能存在的地下
水冰；气象测量仪获取气温、气
压、风速、风向等气象数据，用于

开展大气物理特征的研究；表面磁
场探测仪获取局部磁场数据，与环
绕器磁强计配合，探索火星磁场演
变过程；表面成分探测仪、多光谱
相机获取特定岩石、土壤等典型目
标的光谱数据，用于元素和矿物组
成等分析研究。

火星车导航地形相机、表面成
分探测仪、次表层探测雷达、气象
测量仪，环绕器高分辨率相机、次
表层探测雷达 （甚低频模式）、离
子与中性粒子分析仪等 7 台科学载
荷获取的数据已经完成相关处理和
质量验证工作，并形成标准的数据
产品，中国月球与深空探测网日前
已面向国内科学研究团队开放数据
申请，后续将以月为周期组批发布
科学数据。

目前，环绕器运行在中继通信
轨道，主要为火星车进行中继通信。
2021 年 9 月 中 旬 至 10 月 下 旬 ，火
星、地球将运行至太阳的两侧，且三
者近乎处于一条直线，即出现日凌
现象，由于受太阳电磁辐射干扰的
影响，器地通信将中断约 50 天，环
绕器和火星车将转入安全模式，停
止探测工作。日凌结束后，环绕器将
择机进入遥感使命轨道，开展火星
全球遥感探测，获取火星形貌与地
质结构、表面物质成分与土壤类型
分布、大气电离层、火星空间环境等
科学数据，同时兼顾火星车拓展任
务阶段的中继通信。

祝融号火星车圆满完成既定探测任务
将继续行驶实施拓展任务

这是“祝融号”火星车后避障相机拍摄的图片。 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供图）

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记
者郑明达 伍岳）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 17 日表示，长期以来，中方
一直为推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发
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将同有关各方
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协调，推动阿富
汗尽快停止战争，实现持久和平。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我们注意到，中方同阿富汗塔
利班等各派都有良好的关系，能否
进一步介绍中方为推进阿富汗和平
和解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

华春莹说，中国是阿富汗最大
邻国，中方始终尊重阿富汗主权独
立和领土完整，始终坚持不干涉阿
内政，始终奉行面向全体阿富汗人

民的友好政策。
“长期以来，中方在充分尊重

阿富汗国家主权及国内各派意愿基
础上，同阿富汗塔利班等保持着联
系和沟通，一直为推动政治解决阿
富汗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她说。

华春莹说，仅近几个月，王毅国
务委员兼外长就主持了“中国+中
亚五国”外长第二次会晤、第四次中
阿巴三方外长对话，出席了“上海合
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外长会等
会议，并同俄、巴、美、中亚国家、欧
盟、伊朗、土耳其等重要涉阿攸关方
开展密切沟通互动。

华春莹说，7 月 28 日，王毅国
务委员兼外长在天津会见了阿富汗

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
一行，提出希望阿塔以国家和民族
利益为重，高举和谈旗帜，确立和
平目标，树立正面形象，奉行包容
政策。阿各派别、各民族应团结一
致，真正把“阿人主导、阿人所
有”原则落到实处，推动阿和平和
解进程尽早取得实质成果，自主建
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国情、广泛包容
的政治架构。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
务特使岳晓勇连日来访问卡塔尔、
俄罗斯、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伊朗等国，紧张穿梭
斡旋。

华春莹表示，近日，阿富汗局
势发生重大变化后，中方继续同各

方保持沟通。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
分别应约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中方还
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阿富汗
问题紧急会议。中方鼓励阿塔奉行
温和稳健的宗教政策，与各方一道
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奉行和
平友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同邻国
和睦相处，实现阿重建和发展。阿
新政权应与各类国际恐怖势力划清
界限，约束、打击包括“东伊运”
在内的恐怖势力，防止阿富汗再度
成为恐怖极端势力的聚集地。

“中方将同有关各方继续保持
密切沟通协调，推动阿富汗尽快停
止战争，实现持久和平。”华春莹说。

外交部谈阿富汗局势：

中方将同有关各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记
者伍岳 郑明达）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 莹 17 日 在 谈 到 阿 富 汗 局 势 时
说，希望美方能对其动辄军事干
预、穷兵黩武政策做出认真反思，
停止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
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他国和地
区和平稳定。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这两天，国际舆论高度关注当
前阿富汗局势以及美在其中所负的
责任。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讲话称，
结束在阿 20 年战争是“正确的决
定”，并表示美在阿政策目标不是
重建。美国媒体普遍评论认为美对
阿政策遭遇彻底失败，比如 CNN

将美军从喀布尔撤离比作新版的
“西贡时刻”，《纽约时报》 称这使
美国的盟友愈加认为美国“靠不
住”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 美 国 对 阿 政 策 是 否 已 经 失
败，美国盟友是否认为美靠不住，
我想美方和其他国家都会做出自己
的思考和结论。”华春莹说。

她说，电视和网络上关于喀布
尔机场的混乱画面，特别是有民众
急于跟随美撤离却不幸从美方飞机
起落架上摔下身亡的视频，让人震
惊。喀布尔机场这几天的混乱似曾
相识，让人感慨万千。

“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阿富汗
战 争 ， 但 美 国 赢 了 吗 ？ 20 年 来 ，

在阿恐怖组织从个位数增加到了
20 多个。美国给阿富汗人民带去
了和平了吗？20 年来，10 多万阿
平民在美军及其盟军的枪炮之下伤
亡，1000 多万人流离失所。阿富
汗战争平均每天造成 6000 万美元
损失，严重拖累阿经济社会发展，
而美军也付出 2400 多名军人死亡
和超过 2 万亿美元的代价。”华春
莹说。

“拜登总统讲，美在阿政策目
标不是重建。这倒也是句实话。因
为无论是伊拉克、叙利亚，还是阿
富汗，美军所到之处，留下的都是
动荡分裂、家破人亡，都是千疮百
孔的烂摊子。美国的力量和作用是

破坏，而不是建设。”她说。
华春莹表示，事实再次证明，军

事干预、强权政治不得人心，终将失
败。把外来模式生搬硬套到历史文
化及国情截然不同的国家水土不
服，最终难以立足。用强权及军事手
段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多。

“我也注意到拜登总统在讲话
中表示，不会再犯对别国内战投入
过多精力、通过无休止军事干预重
塑其他国家的错误。”华春莹说，
希望美方能对其动辄军事干预、穷
兵黩武政策做出认真反思，停止打
着“民主”“人权”的幌子肆意干
涉他国内政，破坏他国和地区和平
稳定。

外交部：希望美方认真反思其穷兵黩武政策

8月17日，同江中俄黑龙江铁
路大桥实现铺轨贯通。

当日，在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
大桥施工现场，中俄两国准轨接口
最后一组轨道夹板安装完成，标志
着中俄两国首座跨江铁路大桥——
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实现铺轨
贯通，为大桥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
坚实基础。

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位于
中国黑龙江省同江市与俄罗斯下列
宁 斯 阔 耶 市 之 间 ， 桥 梁 全 长 约
7194 米，主桥长约 2215 米，其中
中方境内主桥长约 1886 米，设计
运营时速 100 公里、年过货能力
2100万吨。

这是8月17日拍摄的同江中俄
黑龙江铁路大桥。 （新华社发）

中俄首座跨江铁路大桥铺轨贯通

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记
者田晓航） 17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拟对实
施三孩生育政策予以明确。修正草
案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
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
女。

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
性问题。2021 年 7 月发布的 《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提出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
施。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促进人
口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
可持续发展，我国对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进行修改。

现 行 人 口 与 计 划 生 育 法 于
2002 年施行，2015 年实施全面两
孩政策时进行了修改。现行人口与
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提
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修正草

案对此修改为：“国家提倡适龄婚
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
三个子女。”

在优化生育政策方面，修正草
案还规定采取综合措施，推动实现
适度生育水平，优化人口结构，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相
关内容也拟被写入法律。例如，修
正草案明确，国家采取支持措施，
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设立父母育
儿假；公共场所和女职工比较多的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配置母婴设
施，为婴幼儿照护、哺乳提供便利
条件。

据了解，修正草案重点围绕实
施三孩生育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
等制约措施、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
持措施进行修改，同时强化对全面
两孩政策实施前计划生育家庭合法
权益的保障，确保相关政策措施尽
快落地实施。对与三孩生育政策无
关的内容，此次原则上未予修改。

我国修法拟明确
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选树公务员
先进典型，激励动员广大公务员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启航新征程，中

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将以“竭诚
为民办实事，担当实干开新局”为
主题，联合开展 2021 年“最美公
务员”学习宣传活动。近日，中央
组织部办公厅印发通知，部署开展

“最美公务员”人选推荐工作。

中央组织部部署开展
“最美公务员”人选推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