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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加大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整治力度

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 张辛欣）1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从三方面部署举措，加大对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整治
力度。聚焦中小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加大力度解决，旨在加大
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

中小企业作为稳就业的主要渠道、保产业链稳定的重要环
节、激发创新的重要力量，在中国经济和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重
要位置。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是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
署，也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会议从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加大对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
整治力度。首先明确，严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整治滥用市场优势地位恶意拖欠账款行为。会议还从压实地方
属地和部门监管责任、强化长效机制建设等方面，防范拖欠账款
问题。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认为，这再次表明了我国加大清欠力度、
完善市场经济秩序、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决心。
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企业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
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不得滥用商业汇票变相占用中小企业资
金”等明确要求，再次加强对中小企业权益的保障。

外交部回应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涉台胡言乱语

任何人胆敢挑战中国人民底线

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 成欣 伍岳）针对日本前首
相安倍晋三妄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安倍晋三罔顾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公然在台湾问题
上胡言乱语、指手画脚，妄议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
决反对，已通过外交渠道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绝不容外人肆意染指。日本曾对

台湾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对中国人民
负有严重的历史罪责。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任何人胆敢重
走军国主义老路，挑战中国人民的底线，必将碰得头破血流！”汪
文斌说。

中俄高水平战略协作不会因外部影响而改变

外交部：任何挑拨离间是徒劳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记者 成欣 伍岳）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1日表示，中方高度赞赏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就俄中
关系所作表态。中俄高水平战略协作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强
有力保障，不会因外部影响而改变。

11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俄罗斯在召唤”国际投资论
坛期间表示，美国和西方总是用“中国威胁”来吓唬俄罗斯，但俄不
会上当。汪文斌指出，任何挑拨离间中俄关系的行径都是徒劳的。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威胁论”还是“俄罗斯威胁论”，都只是美国为
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对抗世界多极化潮流制造出来的借口而已。

同传播力更强的变异毒株较量，什么
是中国控制疫情的“法宝”？最大程度降
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我国防控策略
经历怎样的变化？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
马晓伟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围绕进一步
提升疫情防控科学化、精准化水平回答了
提问。

“动态清零”：力争1个潜伏期控

制疫情传播

新华社记者：不久前，国内多地相继

发现本土聚集性疫情，我国疫情处置经历

怎样的检验？随着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

出现，我国疫情防控策略是否会变化？

马晓伟：本轮疫情由多个不关联境外
输入源头引起。各地发现疫情后，基本都
在1个潜伏期（14天）左右时间控制住了疫
情。高效处置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情，以
最小社会成本获得最大防控成效，我国不
断完善防控政策措施。

我们立足抓早、抓小、抓基础，提升疫
情防范和早发现能力；发生疫情后，充分利
用疫情发现之初的黄金24小时处置时间，
在原来充分发挥检测队伍作用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挥流调和监督队伍作用，突出
“快”字，在疫情没有扩散之前，或者感染者
还不具备传播能力之前，把密接者、次密接
者找到，把可能的感染者提前管控住，力争
用1个潜伏期左右时间控制住疫情传播。

我们将这一防控策略称为“动态清
零”，这是中国控制疫情的“法宝”。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我们一切防控举
措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现阶段我们

仍将坚持“动态清零”策略不动摇。

精准防控：找准决定疫情规模大

小的关键因素

新华社记者：形势越严峻，越要在防

控举措的迅速和精细化上下大功夫。用

一个潜伏期左右时间控制住疫情传播，主

要依靠哪些措施？

马晓伟：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在最短
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
期盼，也是卫生健康部门的使命。我们主
要采取了这些措施：

一是指挥系统平急结合，建立了常态
化精准防控和局部疫情应急处置相结合
的工作机制。

二是行政和业务相结合，干部专家下
沉一线，推动各项防控措施落地落实。

三是专兼结合，突出流调和监督队伍
等作用，力争7天内控制住疫情走向。

四是群众工作和卫生工作相结合，最
大程度争取群众的支持配合。

防控策略：我国疫情防控已进入

第三阶段

新华社记者：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近两

年，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我国疫情防

控策略有哪些变化？

马晓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持把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党中
央、国务院加强领导，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强化部门协调联动，我国疫情防控经历
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突发疫情应急围堵阶段。

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期间，我们的目标是
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疫情播散，坚决扑灭各地
“火星火苗”。我们用3个月左右时间取得湖
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决定性成果。

第二阶段是常态化防控探索阶段。从去
年疫情防控由应急状态转入常态化，到今年
德尔塔变异株传播，目标是严防输入，以核酸
检测为中心扩大预防，2至3个潜伏期控制住
疫情传播。这期间的30多起聚集性疫情，基
本都实现了预期控制目标。

第三阶段就是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
零”阶段，从今年8月开始。第三阶段疫情防
控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减少疫情发生，这需要我
们在防的水平上再提高一步。前期的人、物、
环境同防部署和社会面防控的有效做法还需
要坚持，疫苗接种工作还需要大力推进，暴露
出的薄弱环节还需要加强，针对传播速度更快
的变异毒株我们的措施还需要完善。

从严从细：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总策略

新华社记者：近期国内出现的一些聚集

性疫情，暴露出哪些问题？如何提升防范疫

情输入的水平？

马晓伟：近期发生的本土聚集性疫情，
流调溯源结果显示均来自境外。针对暴露出
的薄弱环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各地
从严从细强化重点环节和重点人员管理，具
体措施包括严守外防输入的各个关口、加强
重点地区防控能力建设、加强旅游等聚集性
活动的管理、继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和
药物检测试剂研发等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我国疫情防控已进入第三阶段
——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谈当前疫情精准防控

第一阶段是突发疫情应急围堵阶段。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期间，

我们的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控制疫情播散，坚决扑灭各地“火星火苗”。我

们用3个月左右时间取得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决定性成果。

第二阶段是常态化防控探索阶段。从去年疫情防控由应急状态转入

常态化，到今年德尔塔变异株传播，目标是严防输入，以核酸检测为中心扩

大预防，2至3个潜伏期控制住疫情传播。这期间的30多起聚集性疫情，基

本都实现了预期控制目标。

第三阶段就是全链条精准防控的“动态清零”阶段，从今年8月开始。

第三阶段疫情防控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减少疫情发生，这需要我们在防的水

平上再提高一步。

我国疫情防控经历三个阶段

香港

新增1例奥密克戎输入病例

荷兰比利时

发现更早奥密克戎病例
荷兰防疫部门11月30日说，11月19

日和23日从两名患者身上采集的样本被
确认含有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其中一
人近期没有出过国。

荷兰之前首次报告发现奥密克戎毒株
感染病例的时间为11月26日。最新发现
表明，这种新毒株出现在欧洲的时间比先
前认为的更早，传播链也有待进一步查明。

除了上述荷兰病例，据美联社报道，
比利时发现一名可能更早的病例。这名
患者11月11日从埃及返回比利时，但直到
同月22日才出现轻微感染症状。

南非报告发现奥密克戎毒株以来，多
国针对南非及其周边国家实施国际旅行
限制，并不断扩大名单。世卫组织11月30
日警告，“地毯式”旅行禁令可能难以达到
预期效果，反而加重相关国家及其民众负
担，最终导致这些国家不愿分享“不断进
化的病毒”相关数据。 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2月1日

电（记者 魏婧宇 达日罕）记者从
12月1日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满洲
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1日0时至14时，满洲里
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
例，其中市区新增8例、扎赉诺尔区
新增4例。截至目前，满洲里市本
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142例，其中市区106例、扎
赉诺尔区36例。

图为：12月1日，在满洲里市聚
友小区核酸采样点，工作人员为居

民做核酸采样。 新华社发

满洲里新增

12例本土确诊病例

聚焦疫情防控

新华社上海12月1日电（记者 周蕊）
继因虚假宣传等被处45万元罚款后，近
日，加拿大鹅品牌“不得退换”的“霸王条
款”再次引发舆论热议。1日，上海市消保
委就加拿大鹅退换货条款的公平性和合
理性问题约谈企业。

近日，有消费者投诉反映，在上海一
家加拿大鹅门店花一万多元买了一件羽
绒服，却被要求签署“除非相关法律另有
规定，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门店售卖的货
品均不得退货”的“霸王条款”，以至于这

件有明显质量问题的羽绒服经过多次沟通
仍无法退换。

在约谈中，消保委发现，加拿大鹅所表
述的公司退换货流程与消费者反映的实际
情况多有出入。

同时，加拿大鹅方面对要求消费者签署
的《更换条款》的具体含义也是支支吾吾、表
述不清。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指出，在
约谈会前，加拿大鹅发布声明称“在符合相关
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所有中国大陆地区专门

店售卖的产品可以退货退款”，但就“哪些法
律”“怎样界定符合”等问题加拿大鹅方面却
表示并不清楚。
“仅仅发出这样似是而非的声明显然并

不能让消费者满意，对此，我们要求加拿大鹅
在2日中午前提交《更换条款》的正式说明。”
唐健盛说。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鹅在其全球官网

上表述退换货政策为“30日无理由退货”，
但参与约谈的相关负责人却表示，加拿大鹅
并不在中国大陆执行这一条款，涉嫌“内外
有别”。

此前，加拿大鹅因宣称其Hutterite羽绒
“最保暖”而被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处罚，市场
监管部门多方调查发现，羽绒保暖性能与产
地并无关联度，加拿大鹅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第四条第一款。

退换货政策涉嫌“内外有别”

上海市消保委约谈加拿大鹅

据新华社香港12月1日电（记者 刘
明洋）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1日公布，香港新增1例带有新冠病毒奥密
克戎变异株的输入病例，暂时未发现相关
确诊病例。据介绍，该名38岁男性病例于
11月 24 日从卡塔尔经航班抵港等候转
机。他因签证问题在机场限制区逗留，并
于11月27日在香港国际机场禁区内进行
离境前检测，结果呈阳性。该病例并未接
种新冠疫苗，没有病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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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之城》第21、
22集 苏筱发现天成台账
管理不善的问题，向汪炀
提出了《全面预算管理流
程》，汪炀同意在天成推
广，引起了天成财务人员
梅姐的不满。陈思民给陆
争鸣的承诺没有兑现，陆
争鸣还是回到了天成，苏
筱按照承诺给他升职成商
务合约部经理，但东林却
因此嫉妒，不来上班……

天津卫视19:30

■《中国家庭》第26、
27集 米佳在晶晶的身上
意外发现了那只“银手
镯”，意识到她可能就是小
豆豆。后几经周折，刘海
涛才肯坦然面对，放手让
女儿回到亲妈米佳的身
边，并与水丽结了婚。与
此同时，严川为了让尚晓
芸远离他，提出让她出
国。见嫁进严家无望，又
见他的女儿已经找回，尚
晓芸断然决定：抱回自己
的儿子帅帅……

天视2套19:30

■《当人心遇上仁心》
第11、12集桃子的病理结
果出来了，是非霍奇金淋巴
瘤，为一种恶性肿瘤。面对
没有治疗能力的桃子家，会
娟只好让她们去医院找得
生。得生建议桃子住院，再
做一遍检查。桃子爸去交
钱，发现自己连住院押金都
交不起。面对桃子的病容
和桃子父母的绝望和希冀，
得生决定铤而走险，让出自
己的宿舍给桃子和父母住，
并由他亲自在宿舍里给桃
子化疗，随时复诊，化疗药
让会娟从诊所进，以进价给
桃子使用……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夫妻
离婚4年多，母亲房产被
前妻继承。遗嘱是否有蹊
跷，二人争执中真相大白。

天视6套18:00

■《鱼龙百戏》“鱼龙
百戏杯”全国曲艺人才
2021秋冬季电视擂台第
二轮基础擂台第二场，今
晚与大家见面。本期展演
的演出团成员，个个拥有
不俗的实力水平，分别是
来自河南新乡的山东快书
表演者乔浩崇，来自河北
白沟的西河大鼓演员王绍
兴和山东济南的单弦演员
程淑杰。他们将进行本工
展示、趣味抢答和自选加
分三关竞技。本场坐镇现
场的监考官是上海评弹团
团长高博文和西河大鼓名
家郝秀洁。

天视2套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