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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

商务部：

研究制定住房等支持政策
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生活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
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
（以
下简称《意见》
）日前发布。
《意见》提出，有效应对我国
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
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
会和谐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
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老
龄事业发展纳入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
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
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快建立健
全相关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大
力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
美德，促进老年人养老服务、健
康服务、社会保障、社会参与、权
益保障等统筹发展，推动老龄事

业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
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
《意见》强调，要健全养老服
务体系，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
系，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着力
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积极培育
银发经济，
强化老龄工作保障。
《意见》提出，要完善相关支
持政策。适应今后一段时期老
龄事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完善老

龄事业发展财政投入政策和多
渠道筹资机制，继续加大中央预
算内投资支持力度，进一步提高
民政部本级和地方各级政府用
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
用于养老服务的比例。各地要
统筹老龄事业发展，加大财政投
入力度，各相关部门要用好有关
资金和资源，积极支持老龄工
作。研究制定住房等支持政策，

完善阶梯电价、水价、气价政策，
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
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
务、承担照料责
任。对赡养负
担重的零就业
家庭成员，
按规
定优先安排公
扫码阅读
益性岗位。
《意见》全文
据新华社

国台办：

“台独”
顽固分子清单上绝不止3人 “以台制华”
必玩火自焚

■11 月 24 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邀请记者提问

莲表示，是否坚持一个中国原
则和“九二共识”，反对还是支
持“台独”分裂，都是两岸关系
大是大非的问题，攸关台海地

区和平稳定和每位台湾民众的
安全和福祉，本来就没有任何
模糊的空间。我们真诚希望所
有台湾同胞，像珍视自己的眼

新华社图

睛一样珍视和平，像追求人生
的幸福一样追求统一，积极参
与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
事业中来。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4 日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
我们奉劝国际上任何挺台反华
势力，
“ 以台制华”十分危险，是
在玩火，
玩火者必自焚。
有记者问，近日，中方决定
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
级。有台湾学者认为，立陶宛敢
挑衅一个中国原则，主要是受背
后美国的鼓动唆使以及民进党
当 局 的 鼓 动 勾 连 ，对 此 有 何 评
论？朱凤莲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朱凤莲在回应相关提问时
表示，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
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根本目的
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两岸同胞
切身利益。我们鼓励支持两岸正
常经贸往来，依法保障台胞台企
的合法权益，
但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企业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
给
“台独”
顽固分子充当金主提供
金援。对
“台独”
顽固分子及其关
联企业和金主进行打击，会以事
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
予以精准打击。
据新华社

抓紧时间，
分享您的奋斗故事
学生群体、全职妈妈群体等作
值得一提的是，
“同一座城、
者，征文还吸引了不少本地专业
同一个家”有奖征文活动将于
作家投稿。
本次征稿内容丰富，作者大
多讲述在莞经历以及自身奋斗
故事，表达对东莞的热爱之情。
本次征文投稿对象为在
在近期来稿中，记者精读了黄
莞工作或生活的市民，每个作
丹、倪贤秀、张声艳三位作者鲜
者只限一篇作品投稿；来稿要
活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黄丹
求围绕家园意识和主人翁精
通过《东莞，我的筑梦之都》，讲
神，以“同一座城、同一个家”
述自己活成了最初想要的样子；
为主题，或以小见大，或直抒
倪贤秀通过在莞创业，圆了自己
胸臆，生动讲述“东莞是我家”
的乐业安居梦；
张声艳则通过逐
的动人故事，体现时代精神和
梦东莞的经历，赞颂“东莞从未
先进典范，也可讲述自己或亲
抛下过每一个认真奋斗的人”
。

“汉风和韵——国画
扇面体验活动”
举行

梁世雄先生家属现场导赏
活动当天，梁世雄先生家属
罗兵受邀作为导赏嘉宾，为参加
活动的观众、岭南美术馆工作人

全国共查处 7636 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24 日
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
报显示，2021 年 10 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 7636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10933 人（包括 45 名地厅级
干部、677 名县处级干部），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7683 人。
根据通报，今年 10 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 3573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5504 人。其中，查处“在履
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
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问题最多，查
处 2853 起，
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4447 人。
根据通报，今年 10 月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
题 4063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5429 人。其中，查处违规收
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 1452 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
问题 819 起，
违规吃喝问题 815 起。

玛格达莱娜·安德松
成为瑞典首位女首相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1 月 24 日电 玛格达莱娜·安德松 24
日当选瑞典首相，成为瑞典首位女首相。按照计划，安德松将
于本月 26 日正式就职并组建新政府。
安德松 1967 年生于瑞典乌普萨拉市，曾就读于瑞典商学
院和美国哈佛大学，她从 2014 年开始担任瑞典财政大臣，本
月初成为瑞典社会民主党新党魁。

“声如梦境 音为有你”王宽、黄梦泽男高
音专场音乐会精彩上演

“同一座城、同一个家”
有奖征文活动进入倒计时

本报讯 （记者 赵水平）当
“汉风和韵”
遇上中国画，会碰撞
出什么样的火花？11 月 21 日
在岭南美术馆举行的“汉风和韵
——国画扇面体验活动”
给出答
案——结合正在展出的“河山闳
廓——梁世雄中国画艺术展”，
活动将艺术导赏、美术体验与汉
服文化结合在一起，多种艺术形
式碰撞出的别样火花，受到汉
服、美术爱好者热烈欢迎。
本周六（11 月 27 日）上午，
岭南画院签约画家何卡将带领
大家参观“河山闳廓——梁世雄
中国画艺术展”
，参加“山石共色
——国画山石临摹体验活动”。
欢迎 7 岁以上的美术爱好者电
话报名参加（名额 30 人，先报先
得，额满即止）。

10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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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

本报讯 （记者 廖杏子）由
东莞日报社、
东莞市文联、
东莞市
作家协会联合主办，东莞报业传
媒集团承办的
“同一座城、
同一个
家”
有奖征文活动正在火爆进行
中，
每一天，
都有作者讲述自己跟
东莞共成长的故事，
截至目前，
有
奖征文投稿邮箱已经接收了300
多篇东莞题材的征文稿件。
这些征文稿件中，囊括了诗
歌、散文、小小说等文学体裁，
投稿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既有
教师、公务员、医务工作者等企
事业单位职工，也有在工厂流
水线上班的基层写作者，还有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 24 日表
示，今年以来尽管国内外形势复杂严峻，但一系列“六稳”
“六
保”政策出台，精准帮扶企业纾困解难，外贸实现较快增长。
随着新一轮稳外贸政策举措出台，完全有信心实现全年“量
稳质升”
目标任务。
任鸿斌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线上新闻专题发布会上介
绍，今年前 10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 4.89 万亿美元，
规模已超去
年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进口占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
14.6%和 12%，均创同期新高。目前我国贸易伙伴遍布全球
2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国每天进出口贸易额超 150 亿美元。
为进一步做好稳外贸工作，任鸿斌表示，下一步，商务部
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跨周期调节工作，适时出台新一轮稳外
贸政策举措，
确保外贸运行在合理区间。同时，
认真落实《
“十
四五”
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
坚决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着力从稳主体、
促创新、
强韧性、
拓市场四方面开展工作。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商务部于 23 日印发了《
“十四五”对
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优化货物贸易结构”等十方
面 45 条重点任务和六项保障措施。这份“十四五”外贸高质
量发展路线图弱化量化指标，
进一步突出创新驱动。

相关新闻

国台办：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4 日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苏贞昌、
游 锡 堃 、吴 钊 燮 等 极 少 数“ 台
独”顽固分子挑动两岸对立、破
坏两岸关系、图谋分裂国家、危
害台海和平，我们依法对其实
施惩戒。可以明确的是，
“台
独”顽固分子清单上绝不止这
三人。
她说，我们也注意到，近期
有个别“台独”分子跳得挺高，
甚至声称对未被列入“台独”顽
固分子清单感到“遗憾”。别着
急，有他们真正遗憾的时候。
朱凤莲还指出，大陆方面
依法对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实 施 惩 戒 ，态 度 明 确 、立 场 坚
定。岛内一些势力公然为“台
独”分子撑腰张目，必然遭到应
有打击。任何人、任何势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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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应相关提问时，朱凤

完全有信心实现外贸
全年“量稳质升”
目标

11 月 30 日截稿，征稿目前已经
进入倒计时，如果你有话想对东

莞说，想分享自己的奋斗故事，
请抓紧时间投稿。

征稿启事
友在东莞的成长进步、家庭和
谐幸福及面貌巨变。
来稿须为原创作品，体裁
含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
等。投稿作品 3000 字以内，单
首 诗 歌 不 超 过 50 行 、组 诗 限
100 行内。征稿日期从即日起
至今年 11 月 30 日。征稿只收
电子版稿件，投稿者请用 word

文档形式，将作品投送到收稿
邮 箱 dgrbzwbs@126.com。 投
稿时须注意标明
“同一座城、
同
一个家文学征文”
，
文末附上个
人真实姓名、
联系电话、
通讯地
址等信息。请勿一稿多投。活
动一等奖奖金 5000 元，优秀作
品将在《东莞日报》、i东莞 App
刊发（不另计稿酬）。

岭南美术馆上演汉服秀

员 及 志 愿 者 们 ，对“ 河 山 闳 廓
——梁世雄中国画艺术展”
进行
了一场精彩的导赏。
罗兵按照展览的五个篇章
“河山胜概”
“雪域风情”
“莞水情
深”
“建设新中国”
“传道授业”
进
行讲解，信息量丰富。通过展品
介绍了梁世雄先生的表现技法、
创作理念，深入讲解了作品背后
的文化背景和人物关系，生动地
将梁世雄先生的创作路程和时
代变迁的关系一一展现，呈现了
梁世雄先生与东莞的渊源，引领
活动参与者走进一代岭南画派
大家的艺术世界。

岭南画院院内画家现场授艺
感受完梁世雄先生的“河山
闳廓”后，身穿汉服的活动参与
者们，兴致勃勃地来到岭南美术
馆负一层中庭，准备大展身手，
体验如何通过国画的形式绘制
一把属于自己的团扇。
国画扇面体验活动由国家

二级美术师、岭南画院院内画家
张志峰作为主讲导师。活动中，
张志峰以梁世雄中国画艺术展
中的“荔枝”
主题作品作为范本，
为大家上了一节精彩的国画课，
对中国画特别是岭南画派绘画
技法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并
为大家示范如何勾线、赋彩，绘
出自己的国画作品。
指导之余，
张志峰耐心地为
大家进行点评，
鼓励大家除了学习
艺术的
“共性”外，更要善于发掘
艺术的“个性”。一个多小时下
来，在张志峰及现场工作人员的
辅导下，一件件扇面作品呈现眼
前，
大家的创作欲得到极大满足。

美术馆里的汉服秀
轻柔典雅的齐胸襦裙，广袖
飘逸的曲裾深衣……活动最后，
汉服爱好者手执自己绘制的扇
面，在岭南美术馆进行美美的展
示，
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很高兴能以这样的方式与

■汉服、美术爱好者绘制自己的国画作品

朋友们相聚，在美术馆里学到了
不一样的知识，见识了国画的魅
力，了解了绘画过程的艰辛，活
动环节也很丰富，氛围感很棒，
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初体验，希
望以后能再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回到这美丽的地方，谢谢！”
活动

通讯员 张家乐 供图

参与者
“珠珠”
说。
张志峰表示，这是一场
有汉风、文心、乐趣、新意的
公教活动，
“岭南艺课”这个
平台很好，期待更多的文艺
爱好者和文艺工作者投入
此项目，
点亮艺术的心灵。

高水准的视听盛宴
获得一致好评
本报讯 （记者 赵水平）11 月 21 日晚，由东莞市文化馆
主办，南城文化服务中心承办的东莞市青年艺术家圆梦行动
“声如梦境 音为有你”王宽、黄梦泽男高音专场音乐会在市
文化馆星剧场精彩上演，两人联袂献艺，为广大市民群众送
上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
本场音乐会分为“意大利艺术歌曲”
“中国近现代艺术歌
曲”
“中国诗词作品”
“意大利歌剧选段”
“合唱”五个篇章，
《格
拉纳达》
《游移的月亮》
《曙色》
《两地曲》
《让我们携手同行》等
17 首风格各异的歌曲，给观众带来多元艺术体验，让观众充
分感受到两人对祖国、故乡以及母校的深情。
王宽、黄梦泽大展歌喉，赢得观众阵阵掌声。青年合唱
指挥家、钢琴演奏家胡旭，民族女高音、青年艺术家欧阳素
凤，以及石钏颖、阳玉欣、南城和谐之声合唱团的倾情助阵，
亦为这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增色不少，获得观众一致好
评。
东莞市青年艺术家圆梦行动是东莞市文化馆重点打造
的品牌项目，旨在通过发挥市文化馆场馆平台资源，扶持挖
掘一批具有优秀艺术才能的青年艺术人才，并提供资金、场
地、宣传推广等方面的扶持，更有专业活动策划团队全面支
持相关活动的执行。

体坛短信

本报记者 郭小斌

◆C 罗欧冠创造历史 北京时间 11 月 24 日凌晨，C 罗为
曼联与比利亚雷亚尔的欧冠小组赛关键战，送上了一份厚
礼。他先是打破僵局，然后策动反击帮助球队 2：0 锁定胜局，
也让刚刚换帅的“红魔”士气大增，提前小组出线。本场进球
让 C 罗成为第一位连续 5 场欧冠进球的曼联球员，他本赛季
为曼联打入的第 10 个进球：联赛 9 场 4 球和欧冠 5 场 6 球；这
还是 C 罗职业生涯第 799 个进球，距离 800 个进球的里程碑
只有一步之遥。
◆亚冠沙特豪门 3 年 2 次登顶 北京时间 11 月 24 日凌
晨，2021 亚冠决赛由沙特球队利雅得新月与韩国球队浦项制
铁进行，最终，利雅得新月在主场以 2：0 获胜，3 年内 2 夺亚冠
冠军、史上第 4 次夺得亚冠冠军。开场仅 16 秒，多萨里闪击
轰入世界波；第 63 分钟，
马雷加锁定胜局。
◆女篮世预赛抽签：中国女篮与法国尼日利亚同组 北
京时间 11 月 23 日，FIBA 女篮世界杯预选赛完成抽签，中国女
篮与法国女篮、尼日利亚女篮、马里女篮分在贝尔格莱德赛
区 B 组。女篮世界杯预选赛将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到 2 月 13
日在 3 个赛区举行，其中贝尔格莱德赛区有两个小组。每组
前三名将晋级女篮世界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