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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工作者考古工作者对石雕进行对石雕进行清理清理。。 张博文张博文 摄摄

据新华社 陕西石峁遗址又有考古新发现，考古
工作者日前在遗址核心区域皇城台的大台基护墙上
新发现了一件大型人面石雕。石雕本体呈圆弧形，镶
砌于皇城台大台基西南角的墙体之上。

目前这件石雕已发掘出两个相邻的人面浮雕，两
个人面保存状况较好，均戴有耳珰，呈现双目略突
出、阔嘴呲牙的表情，其中西侧人面长约 80厘米、高
约 50厘米，头戴冠饰，是石峁石雕中尺寸最大的单体
图像。东侧人面双眼外侧有弧状纹饰。

石峁遗址地处神木市，其考古工作是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峁遗址主体内涵为距
今约 4000年的石砌城址，城内面积逾 400万平方米，
目前已发现皇城台、外城东门址等重要遗迹。

陕西石峁遗址皇城台
发现大型人面石雕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日前执意窜
访中国台湾地区，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加
剧台海紧张动荡。中方反制措施坚定有
力，是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正义之举，也
是震慑“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
必要之举。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美国政府违背承
诺，屡屡在台湾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不
断提升美台官方往来层级，纵容支持“台
独”分裂势力，妄图“以台制华”。佩洛西
以现任美国国会众议长身份窜访中国台
湾地区，是升级美台官方交往的重大政
治挑衅，是美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
则的新劣行，中方采取的有力反制措施
合情合理合法。

有力反制措施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正当之举。任何独立主权国家
决不会允许外部干涉势力和内部分裂势
力合谋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当前
台海紧张局势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是
非曲直一目了然。美方恶意挑衅在先，
中方正当防卫在后。美方是危机的肇事
者和始作俑者，应当也必须承担全部责
任。国际社会对此看得清清楚楚，绝大
多数国家和全球媒体纷纷谴责佩洛西的
挑衅行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
明确发声，“我们遵守联合国大会决议，
遵守一个中国原则”。

有力反制措施是威慑“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
涉势力的必要之策。美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挑
衅，妄图以“切香肠”方式步步蚕食、虚化掏空一个中
国原则，台当局在美方怂恿下不断推进“渐进式台
独”。这是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中方所采取的
综合措施，是必要及时的防守反制，经过慎重考虑和
认真评估，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符合国际法和
国内法，既是对挑衅者的严正震慑，也是对地区稳定
和台海和平的有力维护。

有力反制措施是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历史进程的
有效之法。“台独”分裂分子挟洋自重、“倚美谋独”，美
方幻想阻挠中国统一大业，破坏中国发展振兴。针对
美台勾连的挑衅行径，中方采取一系列有目标、有章
法、有步骤的坚决行动直击要害，展现坚定意志和强
大能力，让那些把台湾做“秀场”搞政治投机的政治势
力感受到切肤之痛。

中国的有力反制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提升了当今国
际关系中的浩然正气。截至目前，170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发出声援中国的正义之声，支持中国坚决维护
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

民意不可违，大势不可逆。中国必须统一，也必
然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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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国
家统一的时与势始终牢牢把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
中。佩洛西之流再怎么卖力表演，都无法改变台湾属
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无法阻挡中国实现完全
统一的大势。 （叶书宏 李蓉）

编辑：郭雪婷 美编：张瑜 校对：白艳红

据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海关总署 7日
发布数据，今年前 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总值23.6万亿元，同比增长10.4%。外贸克服诸
多不利影响，实现较快增长。

具体来看，前7个月累计，我国出口13.37万
亿元，增长14.7%；进口10.23万亿元，增长5.3%；
贸易顺差3.14万亿元，扩大62.1%。

今年以来，我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外贸进出口克服外部环境趋紧、疫
情短期冲击等诸多不利影响，前 7个月累计增
速达到两位数。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
文说：“其中，7月当月进出口同比增长16.6%，延
续了 5月份以来外贸增速持续回升态势，为稳
定宏观经济大盘作出积极贡献。”

从主要贸易伙伴看，前 7个月，东盟、欧盟、
美国和韩国是我国前四大贸易伙伴，分别进出

口 3.53万亿元、3.23万亿元、2.93万亿元和 1.39
万亿元，分别增长13.2%、8.9%、11.8%和8.9%。

从外贸主体看，随着一系列助企纾困政策
措施落地见效，外贸市场主体活力有效激
发。数据显示，前 7个月，我国有进出口实绩
的外贸企业数量 52.6 万家，同比增加 5.8%。
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 11.8 万亿元，增长
15.3%，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50%，继续发挥外贸

“主力军”作用。
从出口货物品类看，前 7个月，我国出口机

电产品 7.57万亿元，增长 10.1%，占出口总值的
56.6%。其中，汽车 1757.4 亿元，增长 54.4%。
同期，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2.41万亿元，增
长15.2%。

进口方面，前 7个月，我国铁矿砂进口量价
齐跌，原油、煤炭和大豆等进口量减价扬。

我国前7个月外贸实现较快增长

8月 6日晚，陕西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
榆林盛大开幕。精彩的开幕式，引发参演
人员和现场观众热议。大家纷纷表示，本
届省运会开幕式精心筹划彩排，创意创新
十足，呈现出惊艳震撼的视觉效果，鼓舞
人心、凝聚力量。

在文体展演中，最后一个节目是本届

省运会主题曲《一起信天游》，由陈思思、
张英席、王二妮、杜朋朋联袂唱响。之前
已多次来过榆林的陈思思对榆林这座城
市有着深刻美好的印象，认为每次来榆林
都会看到新的变化。她表示，开幕式场面
宏大、亮点纷呈，自己很荣幸能够演唱省
十七运的主题曲，与陕西人民和榆林人民

共同见证这个美好的时刻，希望通过举办
省运会给榆林人民带来更多的活力。

作为从榆林走出去的歌手，又是本届
省运会的形象大使，王二妮高兴地说：“作
为家乡人，能够参与、见证这一盛会，我觉
得非常自豪，也希望这次运动会能提升家
乡的知名度，让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榆林作
客。同时祝省十七运圆满成功，所有的运
动健儿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运动会开幕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莫过
于点燃圣火。当晚，共有 6名运动健儿参
加点火仪式。其中，最后一棒火炬手是榆
林输送的陕西跳水运动员、世界游泳锦标
赛冠军白钰鸣。当他高高举起火炬点燃
焰火，焰火又沿着“黄河与长城交织的脉
络昂扬而上”的创意设计，点燃主火炬塔
时，整个现场沸腾了，万众欢呼、烟花齐
绽，熊熊燃烧的圣火点亮驼城、闪耀三秦。

这一时刻，坐在观众席上的白钰鸣父
亲白志飞、母亲任青梅也凝视着主火炬塔

前的儿子，并随观众一起欢呼。白志飞
说：“今天看了开幕式感觉特别震撼，特别
是我儿子白钰鸣接力最后一棒火炬传递
并点燃主火炬塔，那一刻我非常激动和自
豪，希望他在以后的体育道路上继续刻苦
训练，能够走得更远，为榆林争光，为陕西
争光，为国家争光。”

（郝彦丰 胡少鹏 庞亚飞）

惊艳又震撼 聚力且共情
参演人员和现场观众点赞省十七运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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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省运会 改变一座城

（详见第二版）

——省运会实行申办制以来的启示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8月 7日，由省总
工会、省人社厅主办的陕西省首届“三秦工
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陕煤集团神南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启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出席启动仪式并宣
布大赛启动。

启动仪式由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主席王军主持。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杨照乾致辞，省总工会
党组成员、经费审查委员
会主任刘伟介绍大赛情
况。省总工会副主席、省
国防工会主席吴志毅，省
人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
虎成，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
余华向承办单位授旗。榆
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
少海，陕煤集团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李向东，神木市
委副书记、市长段智博，陕
西省煤炭工业协会会长朱
周岐出席。

大赛启动仪式和综采
维修电工、瓦斯检查工两个
工种决赛，由榆林市总工
会、省能源化学地质工会、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承办，神木市人民政
府、陕西省煤炭工业协会、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陕
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协办，共有来自全省的
60支代表队、180名选手参

赛。启动仪式上发布了赛徽、吉祥物、赛歌。
这在我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上尚属首次。裁
判长宣布竞赛规则，裁判员、参赛选手代表分
别宣誓，期间还进行了歌舞《逐梦》《钢铁意

志》《理想照耀中国》展演。省总工会对启动
仪式进行了全程网络直播，近 40万职工通过
网络观看。

本次大赛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致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首届全国
职业技能大赛贺信以及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推进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全省广大技能人
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培养选拔更多的优
秀技能人才，团结动员全省广大职工在高质
量发展主战场建功立业。

本次大赛以“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
为主题，聚焦秦创原产业链创新链、重大项
目、重大工程和新就业形态等领域，设置综采
维修电工、瓦斯检查工、汽车装调工、钳工、出
租汽车（巡游网约）驾驶员、继电保护工等六
个竞赛项目。

大赛其他四个工种决赛将由省国防工
会、省机械冶金建材工会、省交通运输工会、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分别承办。在 8月
至 10月之间陆续展开，将有 500多名选手参
赛。本届大赛各工种决赛第一名选手将授予

“陕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前五名选手按程序
申报授予“陕西省技术能手”。

在榆期间，郭大为一行到榆林高新医
院、国网陕西电力榆林供电公司调研非公
企业党建带工建、工建服务党建，工会阵地
建设，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等工作，观看
首届榆林市职工文艺展演并颁奖。

郭大为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大赛启动。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陕西省首届“三秦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启动
郭大为宣布大赛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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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 6月，全国一半左右的统筹地区（共
208个）启动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
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
等 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试点，进一步推进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稳步增长。截至
6月底，全国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已联网定
点医疗机构6.59万家，定点零售药店16.53万

家；1 至 6 月，全国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1112.85万人次，涉及医疗费用 26.92亿元，基
金支付16.16亿元，基金支付比例为60.0%。

6月当月，全国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245.25万人次，涉及医疗费用 5.72亿元，基金
支付 3.49亿元，分别环比增长 25.1%、25.5%、
23.7%；基金支付比例为61.1%；日均直接结算
81751人次。

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运行稳定。截至

6月底，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已联网定
点医疗机构 5.86万家；1至 6月，全国住院费
用跨省直接结算 246.59万人次，涉及医疗费
用554.16亿元，基金支付323.11亿元，基金支
付比例为 58.3%。6月当月的数据显示，全国
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47.58万人次，涉及医
疗费用 103.99亿元，基金支付 61.80亿元，分
别环比增长20.6%、21.6%、22.5%。

为方便参保人跨省直接结算 5种门诊慢

特病相关治疗费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
新增跨省门诊慢特病告知书等查询功能。
参保人可以分别了解自身已有的门诊慢特
病认定资格和参保地关于门诊慢特病相关
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流程等内容。国家
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5种门诊慢特
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尚在试点阶
段，如在结算过程中遇到问题，参保人可咨
询参保地经办服务热线。

上半年全国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超1100万人次
涉及医疗费用26.92亿元

■今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41亿美元
■上半年新增企业贷款超过一半投向民营企业

■水利部：5个工作组赴冀津晋陕指导洪水防御
■民航局优化调整国际定期客运航班熔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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