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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媒体2日报道，由于情报机构警告执
政党保守党党首选举投票存在遭遇网络攻击
风险，投票推迟举行，以改进流程。

《每日电讯报》报道，根据原计划，保守党
党员将收到一张带有唯一投票代码的邮寄选
票。他们可以通过邮寄或在线方式投票。在投
票结束前，保守党党员有一次通过投票代码修
改选票的机会。

然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说，保守党上述投
票流程存在漏洞，黑客可以在投票接近尾声时
大批窜改线上投票结果。即便是通过邮寄方式
投票，如不慎公开选票的照片，也可能造成投票
代码被黑客利用、投票结果被窜改的情况。

根据政府通信总部建议，保守党不应在选
举中设置允许修改选票的环节，唯一投票代码
在选票投出后应立即作废。

《每日电讯报》报道，选票原定于8月1日
寄出，但眼下推迟至最晚11日寄到。

保守党7月20日确定党首选举最终候选
人：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和现任外交大臣
伊丽莎白·特拉斯。经所有党员投票，胜者将出
任保守党新党首及新一任英国首相。选举结果
将于9月5日宣布。 据新华社

担忧黑客攻击
英国保守党推迟党首选举投票

据安福县公安局消息，2022年8月3日10
时 22 分，江西安福县发生一起命案。一歹徒
戴鸭舌帽及口罩持械窜至安福县城某私立
幼儿园行凶伤人，造成 3 死 6 伤。经侦查，初
步锁定犯罪嫌疑人刘某辉（男，48 岁，安福县
寮塘乡人）。

记者从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委宣传部获
悉，该犯罪嫌疑人当晚已被抓获。据央视新闻

致3死6伤
江西安福幼儿园命案

嫌疑人被抓获

8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
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就中方将如何反制，是否会
制裁台湾或佩洛西本人及其他美国官员
进行提问。

华春莹表示，佩洛西众议长不顾中
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
台湾地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
系政治基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
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国外交

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台办、国防
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或谈话予以谴责，
外交部副部长谢锋第一时间召见美驻华
大使伯恩斯、中国驻美大使秦刚第一时
间向美白宫国安会和国务院分别提出严
正交涉。3日早上，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
也就此发表了谈话。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产生的一
切后果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负责。
我们说到做到。至于具体反制措施，我可
以告诉你的是，该有的都会有，有关措施

将是坚决、有力、有效，美方和“台独”势
力会持续感受到的。

回望每一次美方主动对中方挑起的
挑衅，无不自取其辱、自食其果。最新的
例子就是佩洛西等曾煽动香港黑暴势
力，鼓吹所谓“美丽风景线”，但恰恰加速
了香港由乱及治、由治及兴，使东方明珠
重新焕发出光彩。这次也不例外，佩洛西
之流企图同“台独”势力勾连以台制华，侵
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螳臂当道，不
可能阻挡，只会加速中国统一历史进程。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8月3日，中共中央台办发言人受权
就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发表谈话。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
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极少数“台
独”顽固分子大肆进行“台独”分裂活动，
甘当外部反华势力马前卒，处心积虑制

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
立”，其“台独”分裂言行公然挑衅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公然挑衅国家法律尊严，
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两岸
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必
须依法予以严惩。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凡是以身试法
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将采取刑事惩
处措施，依法严惩不贷，依法终身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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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8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
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
实战化联合演训。

3 日上午，东部战区空军
出动预警机、歼击机、轰炸机
等多型先进战机，从多机场战
斗起飞、到多空域执行任务，
开展预警指挥、干扰压制、兵
力进压等。东部战区海军在台
岛周边海域开展联合封控和
联合对陆对海打击等多课目
针对性演练。

海军任务舰艇已依令抵达
台岛以东预定海域，完成海上警
戒封控布势，正与空中兵力联合
开展海上封锁、对空拦截等课目
训练，充分发挥海空协同一体封
控实战能力。

据了解，3日上午，东部战区
已重点组织对台岛多方向高强
度海空抵近慑压、海上多向进逼，
全时位台岛周边侦察预警，检验
部队联合作战能力。据央视新闻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8月3日表示，
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顽固坚持

“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公然
宣扬“两国论”，肆意攻击“一国两制”，在
岛内全方位推行“去中国化”，操弄“法理
台独”；刻意制造两岸对抗，绑架台湾民
意，煽动社会民粹，极力打压岛内主张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正义力量
与理性声音；勾结外部反华势力，在国际
上从事“台独”分裂活动，置台海和平、台

湾民众安危于不顾，执意推动佩洛西窜
台，挟洋自重挑衅大陆，站在中华民族的
对立面，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严
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两岸同
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我们正告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勾
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以逞一己
一党之私，最终只会加速自身覆灭，把台
湾推向灾难深渊。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
明，搞“台独”分裂绝不可能得逞，出卖国

家民族利益必将遭到彻底失败。
据报道，8月3日1名“台独”分子被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审查。对此，马晓光在
答记者问时表示，8 月 3 日，中共中央台
办发言人受权就依法惩治“台独”顽固
分子发表了谈话，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台独”分子
采取措施，这充分说明凡是以身试法的

“台独”顽固分子，都逃脱不了国家法律
的严惩。 据新华社

国台办：凡是以身试法的“台独”顽固分子，都逃脱不了国家法律的严惩

当前，暑期、汛期、旅游高峰期叠加，旅游
景区安全有序开放面临较大压力。文化和旅游
部办公厅 2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
暑期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积极会同
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大对旅游景区特种设
备、消防设施等安全隐患的排查力度。推动旅
游景区按照主管部门要求，加强设施设备检查
维护，特别要做好玻璃栈道、室内冰雪冰雕等
项目的安全管理。

近期，天津市蓟州区九山顶自然风景区、
山西省吕梁市上林舍生态旅游景区、湖北省恩
施州地心谷景区等多家旅游景区出现游乐设
施设备安全事故。通知指出，这反映出个别景
区安全防范有漏洞、管理服务不到位。全国旅
游景区要引以为戒，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不断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

通知提出，要加强安全提示，提醒游客谨
慎参与高风险项目，不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
社会公众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遵守相关安
全管理规定。要指导旅游景区完善应急工作机
制，细化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确保突发事
件发生后能够迅速反应和妥善处置。

通知还强调，要积极运用大数据检索和
网络预订平台数据，对旅游景区热点进行分
析，及时对流量较大、安全风险较高的旅游景
区加强提醒。要更好发挥动态管理的警示作
用，对问题整改不力、安全管理不到位的A级
旅游景区，要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并向社
会发布。 据新华社

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做好
玻璃栈道等项目的安全管理

俄罗斯、乌克兰就恢复从黑海港口外运农
产品分别与联合国和土耳其签署协议后，从乌
克兰黑海港口敖德萨出发的首艘运粮船8月2
日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黑海入海口。货船定于3 日接受联合检查，并
将在通过检查后前往目的地黎巴嫩。

悬挂塞拉利昂国旗的“拉佐尼”号货轮装
载超过2.6万吨玉米，在航行约36小时后，于2
日晚在指定锚地停泊。

土耳其国防部说，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
和联合国代表组成的联合协调中心定于 3 日
上午登船检查。如果通过检查，货轮将继续航
行，目的地为黎巴嫩港口城市的黎波里。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2 日
说，希望运粮船有“规律”运行。“当一艘船离港
时，其他货船应该在等位、装货或到达港口。”

按乌方说法，至少还有 16 艘满载粮食的
船只在敖德萨港等待出港。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土耳其高级官员告
诉路透社记者，土方预期今后一段时间每天将
有一艘运粮船驶离乌克兰。“如果一切顺利，出
港频次将为每日一艘并持续一段时间。”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纳·迪雅里克
2 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对记者说，希望 3
日会有更多运粮船离港。他说，在协议所涉 3
个乌克兰港口，约有 27 艘载有货物的船只等
待出发。

俄罗斯、乌克兰双方7月22日就黑海港口
农产品外运在伊斯坦布尔分别与土耳其和联
合国签署“平行协议”。

根据协议，四方在伊斯坦布尔建立联合协
调中心并确保粮食运输安全，俄乌双方承诺任
何一方不得攻击运送农产品的船只，联合协调
中心对进出港船只进行联合管理，敖德萨等3
座乌克兰港口开始外运粮食和化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1日说，“拉佐尼”号离港是“非常积极”的消息，
有助于检验“在伊斯坦布尔会谈期间商定机制
的效率”。 据新华社

驶离乌克兰港口的
首艘运粮船抵达土耳其

新华社发表述评文章

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中共中央台办：“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必须依法予以严惩

外交部：该有的都会有
反制措施将坚决、有力、有效

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
犯罪嫌疑人杨智渊被刑事拘传审查

8 月 3 日，浙江省温州市国家安全
局依法对长期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涉
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杨智渊
实施刑事拘传审查。

杨智渊，男，1990年1月21日出生，
台湾省台中人。杨智渊长期鼓吹“台独”
理念，伙同他人成立“台独”非法组织

“台湾民族党”，以“推动台湾成为主权
独立国家并加入联合国”为目标，大肆
鼓噪“公投建国”，高调推行“急独”路
线，策划实施“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分
裂国家犯罪和煽动分裂国家犯罪。

近一个时期以来，极少数“台独”顽
固分子勾连外部势力，妄图分裂国家，极
力煽动两岸对立，公然挑衅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公然挑衅国家法律尊严，严重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两岸同胞
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法网恢
恢，疏而不漏。国家安全机关将坚决运用
反分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等法律武器，
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拒统、破坏和平
的种种逆行，依法严惩不贷。据央视新闻

国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
分子关联机构予以惩戒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8月3日表示，
“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台湾民主基
金会”、“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打着“民
主”和“合作发展”的幌子，在国际上大肆
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极力拉拢贴靠外
部反华势力，攻击抹黑大陆，以金钱等为
诱饵拓展台所谓“国际空间”，企图破坏
国际社会一个中国格局。大陆方面决定
对上述基金会采取惩戒措施，禁止其与
大陆组织、企业、个人合作，依法惩治为
上述基金会提供资助或服务的组织、企
业、个人，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禁止
大陆组织、企业、个人与为上述基金会捐
款的宣德能源、凌网科技、天亮医疗、天
眼卫星科技等企业进行任何交易、合作，
禁止有关企业负责人入境。 据新华社

严惩“台独”顽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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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
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湾
地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
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
坏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
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严厉谴
责，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方的政治承诺，一个
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坚
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绝不
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海峡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
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中国的
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也不容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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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历史
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台湾自古即属于中国，现在台湾居民
的祖先，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历
代政府在台湾先后建立了行政机构，行使
管辖权。1885年，清朝政府正式划台湾为
单一行省。

台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1840年鸦片战争
之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陷入内忧外患、
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地。1894年，日本发动
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并于次年通过不平
等的《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割让台湾。中
华民族国力孱弱，导致台湾被外族侵占。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给
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

为战胜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实

现国家统一，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进行了
可歌可泣的斗争。台湾同胞在这场斗争中
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日本侵占台湾的半个
世纪里，台湾同胞从未停止抗争，数十万
台湾同胞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全面抗
战爆发后，台湾同胞积极参加和支援大陆
人民抗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

1945年，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
道，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随之光复，重
回祖国怀抱。

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
罗宣言》，明确要求日本将窃取于中国的
领土，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于中国。
1945年7月发布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
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1945年10月25
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宣告：“台湾及
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台湾属
于中国领土的法律地位和事实得到无可
辩驳的确认。

其后不久，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
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
特殊状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在同一国际法主体没
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政权取代旧政权，
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并未由此而
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完
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
湾的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
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
策，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武装干涉纯属
中国内政的海峡两岸关系，将中国的台湾
省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政府干预

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
区长期的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自此亦
成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争端。

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严正
立场和合理主张，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理解和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1971年，第
26届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
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
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联大
2758号决议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明确、
彻底解决了整个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问题。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
前提，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没有一个
中国这个政治共识，中美两国不可能建交，
中美关系也不可能发展。1971年，美方向中
国申明愿在台湾问题上奉行新的原则，包
括美方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分；美方今后不会有任何台湾
地位未定的言论；美方过去没有，今后也不
会支持任何“台独”运动。美方在1972年发
表的“上海公报”中明确表示：“美国认识
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
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在1979年
中美建交公报中，美方也明确表示，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在1982年“八·一七”公报中，美方申明
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
涉中国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
中一台”政策。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上述政
治承诺，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是无法抹杀、
无法抵赖的历史事实。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一个中国原则
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国际社会
普遍共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中国
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推动完成国家
统一的正义事业。截至目前，在承认一个
中国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
国家已达181个。

然而，一段时间来，美国政府在台湾
问题上屡屡采取错误言行，不断提升美台
官方往来层级，加大军事勾连，不断售台
武器，助台“以武拒统”。美国国会频频发
表涉台错误言论，提出并审议通过多部涉
台消极议案。美方进一步拉帮结伙拼凑反
华遏华的“小圈子”，打着各种旗号纵容支
持“台独”分裂势力，企图歪曲掏空一个中
国原则，打“台湾牌”，“以台制华”，阻挠中
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

2016 年以来，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立场，甘心为美国反华势力充
当遏华棋子，更加肆无忌惮谋“独”挑衅。
他们为了一己之私，顽固挑战一个中国原
则，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制造两岸对抗，
顽固“倚美谋独”。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
径和出卖民族利益的与美勾连活动，只会
将台湾推向灾难深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
来深重祸害。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是
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
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
的！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
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
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台海形势走向和平
稳定、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是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国家强
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更是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新华社）

8月3日，东部战区出动歼击机等多型先进战机执行任务 央视新闻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