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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带来生命之殇，亦造成
生计之困。
　　病毒肆虐，各国被迫按下“暂停键”，经济商
业活动大面积停摆，全球旅游、餐饮、休闲娱乐
等行业遭受巨大冲击。
　　在严格防控措施下，多地疫情从顶峰回落，
复工复产潮随之到来。人们希望，这个夏天能为
“寒冷”的经济带来温暖。

寻找对策

　　近来，随着多地疫情得到控制，旅游景点、
餐馆、娱乐场所重新开门迎客。从业者们想方设
法促进客源回流，同时采取多种措施保障
安全。
　　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康沃尔地区的廷塔杰
尔城堡是英国最具特色的历史景点之一。7
月，景区恢复营业，重新规划了单向游览路线，
同时实行预约制限制参观人数，以保证游客安
全游玩。景区内部分咖啡厅关闭，只开放自动
贩卖机。
　　在埃及海滨度假城市胡尔加达，外国游客
需在机场接受体温检测和行李消毒，市内酒店
以 50% 的运营能力接待顾客。著名的开罗歌
剧院重新开放后，演出以露天音乐会等室外活
动为主。观众入场前需接受体温检测，演出期
间所有观众、表演者需全程戴口罩。
　　在法国巴黎，比萨克餐厅的老板达米安·布
迪耶简化了菜单，主推简餐和外卖，以提高营业
额，因为“只有重新开门，餐厅才有生存下去的
希望”；在德国柏林，一家主打“养生菜”的餐馆
推出素食“新冠餐”，吸引了一些新顾客。
　　泰国旅游业尚未对国际游客开放，政府通过
发放酒店、餐馆、机票优惠券以及奖励抗疫前线医
务人员旅游等方式，刺激国内旅游。在度假胜地沙
美岛，几乎所有酒店的收费标准都降了一半。

直面考验

　　经历数月“严寒期”，重启大不易，一是消
费者信心不足，二是多地疫情反弹，因此全球
旅游、餐饮、休闲行业的复工复产面临严峻
考验。
　　入夏以来，希腊各大文化遗址、地中海海
岛等旅游度假地的客流量大幅减少。在度假
胜地圣托里尼经营游艇公司的乔治斯·乔治
古拉斯感叹，“今年是悲剧的一年”，旅游业只
能尽力收回一部分成本。

　　在吉萨金字塔景区、埃及国家博物馆等
埃及著名旅游景点，游客人数有限。限于防疫
规定，当地很多休闲娱乐场所无法“满额”运
营，收入不佳。
　　疫情严重时，法国餐馆等场所全部停业。
政府为餐饮企业提供补贴，使得大部分餐馆
没有经营活动也得以存活。6 月中旬，法国餐
饮业全面复工。但“解禁”后客源不足等问题，
可能造成“开门即倒闭”局面，不少从业者对
恢复营业心存疑虑。
　　同样陷入“开还是不开”两难抉择的还有

英国剧院业。按政府规定，英格兰剧院可重新
开放，但不允许现场演出，同时场内必须遵守
社交距离等防疫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重开剧
院意味着运营负担的增加，一些剧院因资金
有限暂时放弃恢复营业。

拥抱希望

　　重启之路如履薄冰，但许多人相信，坚持
下去就有希望。
　　在泰国曼谷近郊有一座名为“吉普阿姨”
的亲子农场。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体验乡间生
活。得益于此前积累的良好口碑，又赶上学校
放暑假，5 月中旬恢复营业以来，农场生意有
了很大起色。“农场关闭期间员工们都很难
过。但大家都很坚持，也是因为有了大家的坚
持，我们才能够撑到重新开业。”农场主人维
千瓦感慨地说。
　　许多和维千瓦一样的从业者已迈出第一
步。在希腊雅典卫城山脚下的旅游区，沃亚茨
斯经营着一家图片艺术作品商店。他说，当地
大部分旅游业中小企业都在努力应对疫情带
来的影响，他对未来有信心，“游客会回来的”。
　　纳努库奥博格海边度假村距斐济首都苏
瓦约 50 公里。度假村总经理米勒说，7 月初
恢复营业后，通过大幅降低收费标准等措施
吸引国内游客。在米勒看来，虽然疫情给斐济
旅游业带来巨大损失，但历经风雨才能见彩
虹，未来要适应旅游业的“新常态”。
　　疫情远未结束。在防控疫情和重启经济
之间寻找平衡，探索新的发展机遇，是各行各
业需要面对的“新常态”。重启之路遍布荆棘，
但人们不失希望，努力前行。（记者何梦舒；参
与记者：任芊、张代蕾、于帅帅、李晓鹏、吴丹
妮、艾哈迈德·沙菲克、玛尔瓦·叶海亚、陈家
宝、张永兴、唐霁）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

如履薄冰  艰难重启

全球旅游休闲及餐饮业复工复产“扫描”

　　许多美国人笃信
的《圣经》说：“若是能
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
睦”。但是，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等一小撮造谣
抹黑无底线 、为政荒谬
无下限 、搞乱世界无极
限的“三无”政客们，对
这 样 的 箴 言 却 置 若
罔闻。

　　“三无”政客们践踏
国际规则。为一己政治
私利，他们践踏国际法
底线。他们以“人权”“民
主”等名义，肆意干涉他
国内政，以莫须有理由
蛮横要求他国限期关闭
驻美领事馆。他们在伊
朗、古巴、国际刑事法院
等问题以及“北溪-2”等
项目上，频繁实施“长臂
管辖”，实施制裁或以制
裁相威胁，损害别国正
当合法权益，在国际上
招致广泛不满和反对。

　　“三无”政客们危
害全球合作。中美关系事关全球福祉，当前
几乎所有全球性挑战，都离不开作为世界最
大发达国家的美国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
国开展协调合作 。但蓬佩奥等“三无”政客
们，肆意破坏中美关系，逼迫他国选边站队，
让国际社会广泛担忧美方煽动对抗的恶果。

他们竭力推行单边主义，给全球各领域合作
增添重重阻碍，成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最大破
坏者。

　　“三无”政客们阻碍全球发展 。他们向
全球持续放出贸易保护主义之“毒”，胁迫
一些国家签订带有极具排他性的经贸协
定，破坏全球经济一体化。他们频频向他国
挥舞关税大棒，危害自由贸易秩序。他们滥
用国家安全名义，疯狂打压在 5G 等领域
具有竞争力的他国企业，阻碍世界科技合
作和发展。他们处心积虑制造“脱钩”，蓄意
破坏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他们的政治私心
促使美国疫情愈演愈烈，给世界抗疫和全
球经济复苏造成巨大拖累。

　　“三无”政客们威胁世界和平。他们公然
违背美国政府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
公开承诺，蓄意挑动领土海洋争端，破坏地区
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他
们悍然退出国际社会付出长期艰苦努力达成
的伊核协议，令中东局势更加不宁。他们接连
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国际条
约，令国际军控和裁军体制受到严重挑战，不
断给国际安全增添不稳定因素。

　　“美国优先”正在让全球受害 。“三无”

政客们妄图制造所谓“新冷战”，把世界重
新推入动荡与分裂 。敦促他们改弦更张的
国际呼声日渐高涨 。西班牙《国家报》发表
评论要求美政客“停止损害国际秩序 、威
胁世界繁荣愿景的行为”，英国天空新闻
台报道说 ，美政府一些做法“不仅伤害世
界，而且伤害自身”。

　　“三无”政客们的乱言与恶行，正在美国
和国际上造成种种恶果。正是在他们的操弄
下，美国疫情严重失控、社会撕裂加剧，美国
的国际声誉直线下降；也正是在他们的操弄
下，在全球范围内，动荡和纷争日趋增多，诸
多领域合作遭遇重大阻碍，世界和平发展受
到威胁。“三无”政客们大开历史倒车，必将受
到历史的审判。

   (记者郑汉根)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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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记者朱超、邹多
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6日表示，中方注意
到澳方表示欢迎中国发展，希望澳方将口头
表态转化为实际行动，多做符合中澳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精神、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据报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 5日在阿斯
彭安全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说，澳欢迎中国崛起，

期待中国为地区和全球稳定发挥作用，并表示
目前看尚无必要对抖音海外版采取限制措施。
　　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
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
永远不搞对抗。中方始终认为，求和平、谋合
作、促发展、图共赢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在回应莫里森有关“印太联盟”的言论时，
汪文斌说，任何地区合作构想都应顺乎大势、合
乎民心，否则不会得到地区国家的支持。
　　“我们注意到澳方表示欢迎中国发展，希
望澳方将口头表态转化为实际行动，多做符合
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精神的事，多做有利于
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汪文斌说。

外交部：希望澳方以实际行动欢迎中国发展

▲ 6 月 7 日，一名女子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处公园里休闲。新华社发

魏凤和同美国防部长埃斯珀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记者梅常伟）国
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6日应约同美国国
防部长埃斯珀通电话。双方就中美两国两军
关系、下阶段两军交往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魏凤和就南海、台湾、美方对中方“污名
化”等问题表达中方原则立场，要求美方要停
止错误言行，加强海上风险管控，避免采取可
能使局势升温的危险举动，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
　　埃斯珀说，在两国关系紧张时，两军要
保持对话磋商，管控危机，防止误判，降低
风险。

　　（上接 1 版）今年 6月 26日，最后一户居民搬离宝兴里，
终圆“新居梦”。攻坚民生“小事”，上海向最后 150万平方米
的旧改发起“总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千方百计回应民众
关切，为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外滩街道党工委书记
卞唯敏说。
　　提供更多的机遇成就每个人。
　　在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资助下，来自西部贫
困地区的“80 后”谢应波，创立了自主创新企业泰坦科技。
大学期间做过送报员、搬货员、家教，作为“新上海人”的他，
正在写就全新的出彩人生……
　　处处围绕人，时时为了人——— 人民至上的初心理念一
以贯之。正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感知的：这座城市，不是
过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城市的再版，也不是西方城市的翻
版，而是在党领导下的人民城市建设的新版。

依靠主人翁，打造治理共同体

　　盛夏时节，长宁区一小区的垃圾厢房前，65 岁的陆建
敏娴熟地将湿垃圾、干垃圾分类倒入专用桶内，一丝不苟。
这件生活“小事”立法实施一年来，全市整体达标率 90% 以
上，成为城市治理的样板。
　　垃圾分类、烟花禁燃、交通整治…… 2400 万常住人口
的超大城市，想要短时间内知行合一，推广全城总动员的文
明风尚，并非易事。
　　集众智可以成大事，集众力者无不成也。在新近的相关
评选中，荣膺“中国十大美好生活城市”榜首的上海，不断探
寻善治“密码”：城市发展，既要让人民最大受益，更要依靠
人民积极参与。
　　共治，城市是载体，人民是主体———
　　徐汇区化工一村 148号楼，三分之一居民为 70岁以上
的老人，加装电梯成为“刚需”。在这个熟人社区，居民自主
自愿发起、自我决定、共同参与、集体行动，从一楼到顶楼集
思广益，形成最大公约数，演绎一场党建引领下的多元共
治。截至 4月底，上海已有 1124幢房屋通过居民意见征询，
已加装完工并投入运行的电梯达 318台。
　　智治，引技术手段，促全民参与———
　　市场主体 270多万个、电梯 24万余台、建筑总量 13 亿
平方米，单靠人力管理远远不够。上海在全国率先打造“一
网通办”政务服务，接入 2341项服务事项，近 4个月随申码
调用超 5 亿次；市场主体和个人用户少跑腿，“去政府办事
像网购一样方便”。城市运行“一网统管”，8000 多栋高楼玻
璃幕墙纳管“一屏观天下”，1495 万个城市部件应用高科技
技术集成实时监控，24小时巡检让百姓吃了“定心丸”。
　　法治，以制度保障，畅民意“直通”———
　　“重大会议时要高唱国歌”——— 在古北市民中心的“法
条墙”上，由 80岁夏云龙老伯提出的这条立法建议，已经被
国歌法采纳。
　　 4年多来，设在虹桥街道的这一基层“立法直通车”，完
成了 35 部法律的意见征集，归纳整理意见建议 610 余条，
其中 29条被立法采纳，生动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的民主实践。
　　城市发展，人民也是最大的评判者。幼有善育、学有优
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一
座城市的人本价值可落地、可感知。

以高质量发展回应人民新期待

　　让人生出彩、有序参与治理、享有品质生活、切实感受
温度、拥有归属认同……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上海在实
施国家战略、创造美好生活中开足马力。
　　东南角的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即将迎来一周岁生
日。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周产能已提升到 4000 辆以上，预
计年产量 15万辆、年产值 360亿元，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
“特斯拉速度”正逐渐成为常态。两年来上海办事环节平均
压缩 41%，办事时间平均压缩 59%，7 月 27 日世界银行发
布报告，为上海优异的营商环境点赞。
　　临港新片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科创板，中央交给上
海的三大任务全速推进；聚焦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
源、高端产业引领和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功能”做优做强；第
三届进博会紧锣密鼓筹备。拥有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承担国家战略的先行使命，在践行初心的航程上，上海将给
予人民一个怎样的愿景？
　　——— 以高质量发展回应人民新期待，建设令人向往的
创新之城。近年来，生活服务领域的场景创新，几乎都在上
海诞生。疫情期间，盒马鲜生、美团点评、叮咚买菜纷纷加入
“在线新经济”天团，既及时满足民生需求，又带动百万人灵
活就业，更成就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业态。
　　——— 以开放包容打造文化“大码头”，描摹近悦远来的
人文之城。当海外老牌电影节或“瘦身”或暂停之际，日前率
先重启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统筹疫情防控和市场复苏，以
“中国智慧”办好跨文化交流的国际盛事。红色文化、海派文
化、江南文化交相辉映，一个兼收并蓄、中外交融的文化大
舞台绽放独特光彩。
　　——— 在碧水蓝天中拥抱美好城市生活，缔造诗意栖居
的生态之城。继黄浦江两岸后，苏州河 42 公里滨水岸线
争取年内实现贯通开放。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街头随处见
缝插绿，近 200 座口袋公园、郊野公园让市民“出门 500
米就有公园”。为子孙留白的世界级生态岛崇明，一年后
将迎来花博盛会，海上花岛以花为梦，一江一河滋养高品
质生活……
　          　（参与记者：郭敬丹）
          　　新华社上海 8 月 6 日电

中方评美“清洁网络”：浑身污迹谈何“清洁”

　　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记者朱超、邹多
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5日表示，美国将推出
“清洁网络”新举措，撤下包括微信、阿里巴巴
和百度在内的中国应用。对此，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 6日说，美国自身浑身污迹，还在谈
什么“清洁网络”，这纯属荒谬可笑。
　　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蓬佩奥等美
国政客一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国家
力量打压遏制中国高科技企业，中方对此坚决
反对。美方有关做法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完全是恶意抹黑和政治操弄，其实质是要维护
自身的高科技垄断地位，这完全违背市场原则
和国际经贸规则，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是典型的霸道行径。
　　汪文斌说，许多目前被美国单边制裁的
中国企业都是无辜的，他们的技术和产品也
是安全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斯诺登
事件”“维基解密”的网络安全事件，也没有发
生过一起类似“棱镜门”“方程式组织”“梯队
系统”的网络监听监视行为。

　　“美国自身浑身污迹，还在谈什么‘清洁
网络’，这纯属荒谬可笑。”他说。
　　汪文斌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
为各国企业开展正常经贸合作创造条件，还
世界一个自由、开放、安全的网络空间。中国
将继续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维护公平、公
正、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促进国际科技
交流与合作，让安全、可靠、优质的信息技术
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
新的动力。

  ▲ 8 月 6 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街头，志愿者帮助清理受损的建筑。

  目前，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爆炸现场的搜救行动仍在继续，当地民众生活正在逐步恢复中。贝鲁特港口区 4 日傍
晚发生剧烈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新华社发（比拉尔·贾维希摄）

贝贝鲁鲁特特民民众众生生活活逐逐步步恢恢复复

　　（上接 1 版）据统计，“菜菜农业”的长期固定订户已有
数百个家庭，并在 50 个小区开展长期新鲜农产品团购，辐
射家庭超过 1 万户。目前，天心区城郊已有 500 多个小农
户加入“菜菜农业”，每户平均每月增收 1000 元。

　　“吃不完的菜，通过‘菜菜农业’平台，坐在家里就能卖
钱。”60 岁的宋炳坤说。

　　“做窄市场 、做深客户 、做宽品类。”张维表示，要依靠
“菜菜农业”模式，让城乡资源深度互动起来。

　　张维流转了近 2000 亩土地，通过招商引资先后培育了
百香果、荷花、草莓等产业，打造生态采摘园。参考城市“一
站式”购物理念，张维发动每个乡村经纪人，将本村的农家
接待小院、农家乐等，与生态采摘园进行整合，为城市订户
提供吃喝玩乐“一条龙”的旅游休闲服务。

　　“吃农民的菜久了，过来体验农家乐，更熟悉，也更放
心。”长沙市“菜菜农业”订户王秋兰说。

　　更为可喜的是，在张维的示范带动下，近百名创业者来
到天心区城郊，有的跟菜农合作开民宿，有的搞稻虾种养，
有的做大农家乐……当地农村的闲置土地、闲置劳动力被
激活，变成了创业乐土。

　　几天前，天心区政府召开支持“菜菜农业”的部门联席
会议，决定培育懂运营的乡村带头人，在境内全面推广这一
模式。

　　“城郊村庄没有成片大棚，但涉农产品与服务走进千家
万户，有效带动了当地就业，促进了农户增收。”天心区农业
农村局局长冯学武说。

             　新华社长沙 8 月 6 日电

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