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应该展现大格局、肩
负大担当，坚持向前看、往前
走，拿出战略胆识和政治魄
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
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9 月 10 日上午，习近平主席
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中
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
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
和交流。习近平主席在通话中就如
何发展中美关系、如何推进中美协
调合作等重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
指明正确方向，向国际社会展现了
中国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
展正确轨道的高度负责任态度。

这是中美元首继除夕通话以来
再次进行直接沟通。中美分别是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
家，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
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
纪之问。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表明，
中美合作，两国和世界都会受益；中
美对抗，两国和世界都会遭殃。中
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
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
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保
持经常性联系，并将责成双方工作
层加紧工作、广泛对话，为中美关系
向前发展创造条件。这也是国际社
会所乐见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

“双方元首直接沟通对于管控双边
关系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

当前，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
难，矛盾多发，甚至连此前双方有
过成功合作先例的领域，也不断为
分歧乃至摩擦所干扰。这归根到
底是因为美国的对华认知出了问
题，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甚至朝
敌手方向推进，企图阻挡和打断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一错误思
维的影响下，美国不断挑战中国重
大利益，加大对中国遏制打压，将
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都视为对抗

擂台，满世界围堵抹黑中国，给全
球和平稳定凭空制造了严重风
险。这不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引发国际社
会广泛忧虑。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
织，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且日益紧
迫。面对全球性挑战，任何一国都
无法独自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
动、合作应对。应当看到，中美能
否开展有效合作，关乎国际社会能
否携手走出这段动荡变革期。但
双方合作能否正常开展、能否取得
实效，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
境。美方不能一方面处心积虑遏
制打压中国，损害中方正当权益，
一方面又指望中方无条件支持配
合美方诉求。国际交往中从来不
存在这种逻辑。中美过往交往的
历史早已充分说明，双方只有切实
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妥善管控分
歧，才能为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
开展协调合作找到坚实基础。现
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济
复苏以及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
题上，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中美保持
接触对话，加强协调合作。在近来
与中方的接触中，美方多次表示，
愿同中方开展更多对话合作。既
然美方对中美合作的现实重要性
有一定认识，就应尽快在行动中做
出改变，为双方合作提供条件。

回顾历史，中美自1971年双边
关系“破冰”以来，携手合作，给各国
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当前，中美
应该展现大格局、肩负大担当，坚持
向前看、往前走，拿出战略胆识和政
治魄力，推动中美关系尽快回到稳
定发展的正确轨道，更好造福两国
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解铃还须系
铃人。美方应主动纠正错误对华政
策，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

（原载2021年9月 12日《人
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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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网站消息，近日，教
育部办公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了《校外培训机
构从业人员管理办法(试行)》。将
进一步加强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
员管理，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治理
水平，保障“双减”改革任务落实。

《管理办法》主要从招用条件、
招用程序、从业禁止、行为“红
线”、监督检查、处罚制度等方面
作出规定，旨在引导校外培训机
构建立健全相关管理机制，坚持
用人标准，规范招用程序，优化人
员结构，提高人员素质，不断提升

培训服务质量。
《管理办法》明确了从业人员

的资质条件，要具备良好的思想品
德和职业道德，举止文明，关心爱
护学生；教学、教研人员还应为人
师表，仁爱敬业，从事按照学科类
管理培训的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
证书，从事按照非学科类管理培训
的须具备相应职业 (专业)能力证
明；非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了建设
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
管理制度，对触碰“有损害党中央
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

行”，“损害国家利益，严重损害社
会公共利益，或严重违背社会公序
良俗”，“歧视、侮辱学生，存在虐
待、伤害、体罚或变相体罚未成年
人行为”等11类行为“红线”且情节
严重的，经查实、审核后，纳入全国
统一监管平台的“校外培训机构从
业人员黑名单”进行管理。

《管理办法》明确了从业禁止
条件，机构不得招用两类人员，即
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
单”管理的、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
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
事处罚的。 中新

两部门联合印发《管理办法》

建设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
“黑名单”管理制度

据新华社电 14日下午，福建
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
控情况。9月 10日至 9月 14日 8
时，福建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本
土确诊病例 120例（莆田市 75例、
泉州市 12例、厦门市 33例），本土

无症状感染者 19 例（均在莆田
市）。目前，确诊患者、无症状感
染者均已转至定点医院收治，无
重症患者。

福建省卫健委副主任杨闽红
说，莆田、泉州、厦门三地全力追
踪本次疫情密切接触者、次密接

者，均已落实集中隔离措施。根
据流调结果，截至9月13日24时，
三地共划定 4个中风险地区，2个
高风险地区。交通部门按照相关
要求加强中高风险地区的交通管
制，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原则上非
必要不出行。

福建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20例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厦门市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
室获悉，截至9月14日11时，厦门
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例
（其中普通型 22例，轻型 13例），
无症状感染者 1例,均在定点医院
隔离诊治，病情稳定。厦门已决
定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14日
部分地区已经开始。

据介绍，基于厦门市同安区
出现工厂的聚集性疫情，厦门市
已将同安区新民镇湖里工业园以
东、同明路以西、集安路以南、集
贤路以北的区域列为高风险地
区，并对病例居住地、工作地及相
关活动场所进行了封控。

厦门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9月14日，在厦门五一文化广场核酸检测点，工作人员协助市民进
行核酸采样登记。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近期福
建省莆田市发生本土新冠肺炎疫
情，并且已经外溢至其他地区。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度
假、走亲访友等人员流动频繁，为
了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9月 14
日，西安市疾控中心再次提醒市
民做好以下几点：

倡导就地过节。广大市民密

切关注疫情动态，合理安排假期
行程，非必要不出市，不前往中高
风险地区及疫情发生地区。如必
须前往，请务必做好个人防护。

主动报备，积极配合防控措
施。8月26日（含）以来有福建省旅
居史、与阳性病例行程轨迹有交集
以及健康码异常（黄码或红码）的来
（返）西安市民，请主动向所在社区

报备相关情况，并配合做好核酸检
测、医学隔离等健康管理工作。

尽量不参加聚集活动。市民
要继续时刻保持良好的个人防护
意识，坚持“防疫三件套”：扫码、
测温、戴口罩。牢记“防护五还
要”：口罩还要戴、社交距离还要
留、咳嗽喷嚏还要遮、双手还要经
常洗、窗户还要尽量开。

西安市疾控中心“双节”期间疫情防控健康提示

倡导就地过节不参加聚集活动

钟声

以战略胆识和政治魄力
回答好世纪之问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蓓 14日
在北京表示，公安部部署各地全部
完成执法办案场所规范化改造，刑
讯逼供、涉案人员非正常死亡等问
题得到根本遏制。

当天，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公安执
法规范化建设的有关情况。李蓓
表示，公安机关不断加强执法方式
方法改革创新，充分运用刚性的监
督管理工具、手段，督促民警养成
规范执法习惯，提升执法质效。

建立健全执法全流程记录制
度。李蓓指出，公安机关以“执法留

痕、闭环管理”为切入点，为民警全面
配备现场执法记录仪等设备，综合运
用多种记录方式，实现网上与网下记
录相结合、文字与视音频记录相补充，
对从接报案到案件办结的执法办案
各领域、各环节进行记录，形成对执法
活动的全过程留痕、可回溯管理。

规范建设执法办案场所。公
安部部署各地全部完成执法办案
场所规范化改造，重点将办案区与
其他功能区物理隔离，并严格使用
管理，强化安全保障，刑讯逼供、涉
案人员非正常死亡等问题得到根
本遏制。 中新

公安部部署执法办案场所规范化改造

刑讯逼供等问题得到根本遏制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克里姆林
宫新闻处14日通报说，俄总统普京
当天在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通电话时表示，因自己身边的人中
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他不得不
在一定时期内进行自我隔离。

通报说，普京将以视频连线方
式参加计划本周在塔吉克斯坦首
都杜尚别举行的重要会议。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随

后对媒体说，普京在身边多人感染
新冠病毒后接受了核酸检测，目前
身体很健康。今后一段时间内，普
京将不会举行面对面的活动，进行
自我隔离，但这不会影响他在线工
作的强度。

普京13日在克里姆林宫与俄罗
斯残奥会运动员交流时曾表示，自
己身边很多人感染新冠病毒，不排
除他本人很快开始隔离的可能性。

普京因接触新冠病人进行自我隔离

据新华社电 为有效应对新
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可能引起的
疫情，进一步提升全员核酸检测
组织实施能力，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近日印发《全员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
（第二版）》。

指南提出，要根据疫情传播
趋势，以风险为导向，精准划定核
酸检测范围，确定核酸检测策
略。疫情前期，在风险来源不明

的情况下应至少开展 3轮全员核
酸检测；之后根据流调溯源情况、
社区封控范围、核酸检测结果等
综合研判，确定后续的检测范围
和频次。原则上，隔离点和近3轮
核酸检测出现过病例的街道或社
区每日一检，14天内出现过病例
但近 3轮核酸检测没有出现病例
的街道或社区隔日一检，14天内
未出现病例的地区可每5天一检。

采样点应当在 4-6小时内完

成规范建设和启用，在固定采样点
的基础上，采取网格化管理模式。
严格落实“1米线”间隔要求，保证
居民排队时间不超过30分钟，严防
人员聚集，避免交叉感染。60岁以
上老年人、孕妇、残障等弱势群体
应设置绿色通道独立采样。

此外，指南明确，检测结果应
当及时上报，重点地区重点人群6
小时、其他人群12小时，原则上不
得超过24小时。

新版全员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出台

老人孕妇等弱势群体设绿色通道独立采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