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事专家：

演习成功说明
我们想什么时候打
就什么时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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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11时08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
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遥四十运载火箭，
成功将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以及搭
载的交通四号卫星和闵行少年星顺利送
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主要用于
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陆地生态和资源调
查监测、国家重大生态工程监测评价，并
为环保、测绘、气象、农业、减灾等领域提
供业务支撑和研究服务。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430
次飞行。 据新华社

如果把这六个区域连成一
线的话，就像一个缰绳，而西南
这个区域等于把这个缰绳打了
一个结，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
个缰绳，把“台独”死死地困在
了台湾岛。
●孟祥青教授：

这次我们宣布从8月4日到8
月7日进行演练和实弹射击，之
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主要
是根据国际惯例，实弹射击的演
练活动，原则上要提前三天对外
宣布，在紧急状态下，至少要提
前二十四小时对外宣布，我们这
次是提前了38个小时对外宣布，
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某种程度上主要是考虑在
发射组织过程中，要让民用舰
船有时间撤离，要让航线有时
间进行调整，同时一定要避免
在发射期间平民的伤亡，反映
了我们负责任的态度。

当然了，选择这样一些区
域，有很多考虑。从地图来看，
这次我们对演习的区域划设了
六大区域，这六大区域都是有
深刻含义的。比如说第一个区
域，是平潭岛的东南部，这个地
方是海峡两岸的最窄处，实际
上是彻底打破了所谓的“海峡
中线”，我们从来也不承认“海
峡中线”。第二个区域就是北
部，北部有两个区域，这两个区
域正好是基隆港的外海，可以
对基隆港进行封锁。第三个区
域是东部，东部可以说是正对
着台军的两个重要军事基地：
一个是花莲，一个是台东，可以
对这两个军事基地实施正面打
击。第四个区域是台湾的垦丁
东南部，这里扼守着巴士海峡，
可以对巴士海峡实施封控。第
六个区域是西南，正好是高雄
和左营的海空域。

如果把这六个区域连成一
线的话，就像一个缰绳，而西南
这个区域等于把这个缰绳打了
一个结，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
个缰绳，把“台独”死死地困在
了台湾岛。

伊朗、美国和欧洲联盟3日表示，将派
出高级代表前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继续
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履约谈判。

主持谈判的欧盟协调员、欧盟对外行
动署副秘书长恩里克·莫拉说，谈判将着
重磋商最新版本草案。

伊朗副外长兼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
表阿里·巴盖里说，他正前往维也纳推进
谈判。巴盖里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责任
在违反协议的一方，伊方呼吁美方“展现
成熟并负责任地行动”。

美国伊朗问题特使罗伯特·马利说，
他将前往维也纳，谈判将基于欧盟外交与
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最近提
出的草案文本推进。按他的说法，美方对
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不抱太高期望。

马利发出上述表态后，伊朗常驻联合
国代表马吉德·塔赫特-拉万希说，伊方带
着诚意谈判，但美方至今不能保证伊方将
获得协议所承诺的经济利益。

路透社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谈判
预计4日开始举行。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纳赛尔·卡纳尼3
日表示，伊方目标是解除对伊朗的压迫性
制裁，伊朗决心达成一项保障伊朗人民权
益的持久协议。 据新华社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4日举行
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不再安排
中日外长在金边会晤，因为日本伙同
G7国家和欧盟发表无理指责中国的
共同声明，颠倒黑白，替美国侵犯中
国主权的行径张目，对此，中国人民
极为不满，为此中方不再安排中日外
长在金边会晤，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负
有历史罪责，没有任何资格就涉台问
题说三道四。 据央视新闻

当地时间2022年8月4日，国务委
员兼外长王毅在金边出席东亚合作
系列外长会期间对七国集团外长发
表涉台声明予以坚决驳斥。

王毅表示，台海紧张局势的来龙
去脉一清二楚，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挑起事端的是美国，制造危机的是美
国，不断升级紧张局势的仍是美国。
美方的公然挑衅造成了恶劣先例，如
果不予以纠正、不加以反制，不干涉
内政的原则还要不要？国际法还要不
要维护？地区和平应如何保障？

王毅强调，七国集团外长的声明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端指责中国
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合理合法举
措，它们何来这样的权利？谁给它们
这样的资格？包庇侵权方，指责维权
者，岂非咄咄怪事！

王毅说，七国集团的错误行径引
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和各国
的主权和独立是人民浴血奋战赢来
的，绝不容许再被无端侵害。今天的
中国已不再是19世纪的中国，历史不
应重演，也绝不会重演！

王毅表示，国际社会理应明确反
对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抵
制一切对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
犯。地区国家更应当团结起来，反对
强权霸道在本地区横行。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维护好各自的安全，真正维
护好地区的和平稳定。

王毅在金边出席东亚合作系列
外长会期间还就美方侵犯中国主权
的挑衅行为进一步阐述中方立场。

王毅表示，美方践踏国际法，违
背双边承诺，破坏台海和平，支持分
裂主义，鼓吹阵营对抗，是对中国人
民与爱好和平的地区各国人民的公
然挑衅，是必然带来恶劣影响的一场
政治赌博。 据新华社

记者4日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
期间我国将新建100家以上国家水利风景
区，到2025年末我国的国家水利风景区将
超过1000家。

水利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水利风
景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
水利风景区发展质量整体提升，建设一
批特色鲜明的国家水利风景区，完善水
利风景区绿色安全服务设施、提升智慧
服务水平。同时，落实景区管理责任，强
化监督管理。

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水利风景
区总体布局进一步完善，水利风景区管理
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监管能力得到明显提
升；“十四五”期间新建100家以上国家水
利风景区，推广50家高质量水利风景区典
型案例，水利风景区发展质量整体提升。
到2035年，水利风景区总体布局进一步优
化，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综合效益
显著增强。

水利风景区建设有助于维护河湖健
康生命，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今年4月，我国新修订的《水利风景区
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在水利风景区申报、
管理和撤销等方面都有新的规定。截至今
年1月公布第19批国家水利风景区名单，
全国已建成国家水利风景区902家，涵盖
31个省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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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美众议院议长佩洛
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此举与美
方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背道而
驰，是对中方严重的政治挑衅，是
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严重破
坏，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巨大冲
击和威胁。中方对此强烈愤慨、强
烈反对。中国军队说话是算数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
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
合对海突击、对陆打击、制空作战
等多科目针对性演练，组织精导
武器实弹射击，就是针对美台勾
连的严正震慑。

我们正告美方和民进党当
局，“以台制华”注定徒劳，“挟洋
自重”没有出路。美台勾连挑衅
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深渊，只会
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是14亿中国人民的坚定意
志，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不可阻
挡的历史潮流。民意不可违，玩
火必自焚。我们将坚决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为任何形
式的“台独”行径和外部干涉留
下任何空间。 据新华社

海南省三亚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挥部8月4日发布通告，新增
高风险区域30个、中风险区域19个。

根据当前三亚市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控方案（第九版）》相关规定，经专家组
研判，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自2022年8
月4日起，新增高风险区域30个、中风险区
域19个。

记者8月4日下午从海南三亚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最新订正数
据，8月3日0时至8月4日12时，三亚新增报
告确诊病例59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8月1
日至8月4日12时，三亚“08·01”疫情累计
报告确诊病例72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均
已送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
定。累计排查密接663人，次密接245人，均
已管控到位。

经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基因测序分
析，发现引起三亚“08·01”疫情的是新冠
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BA.5.1.3。据报道，
BA.5.1.3是我国首次检出。专家综合分析
认为，此轮疫情为境外输入引起，崖州中
心渔港是此次疫情的始发输入地，通过
渔民与境外渔民交易渔获时输入的可
能性较大。从目前病例来看，感染者多
与渔港、渔船、渔民和渔市相关，传播链
以崖州中心渔港为中心呈放射状，疫情
处于上升阶段，存在发生城区社区传播
的风险。 据央视新闻

8月4日13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陆军部队在台湾海峡实施了远程火
力实弹射击训练，对台湾海峡东部特定区域进行了精确打击，取得了预期效果。有关
东部战区的演训任务，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进行了相关解读。

这次的演练可以
说是成体系、多要素
地运用火力，高低搭
配，远近搭配。
●孟祥青教授：

东部战区的发言
人已经宣布，远程发射
任务已经圆满结束，并
解除了对相关海空域
的管控，应该说这次的
实弹射击演练取得了
圆满的成功。这次的实
弹射击演练跟以往相
比确实有一些新的特
点，而且这次的演练可
以说是成体系、多要素
地运用火力，高低搭
配，远近搭配。

第一个特点是，
我们陆军的远火系统
射程是非常远的，从
数 十 公 里 到 数 百 公
里，可以覆盖台湾全
岛，也就是说想什么
时 候 打 就 什 么 时 候
打，想怎么打就怎么
打，想打哪里就可以
打哪里；第二个是机
动性非常强，我们所
有的远火系统都采取
高 机 动 性 的 运 输 系
统，能随时发射，随时
停止，生存能力也非
常强；同时还有一个
特点，我们的远火系
统性价比较高，远火
弹药比较简单，成本
比较低，通过我们的
工业系统可以大批量
快速生产。

4日我们也试射
了“常导”系统，也反
映了“常导”的先进水
平，比如精度高、射程
远，覆盖率大，打击精
度高，对手拦不了也
拦不住。所以4日的演
练生动反映出了我军
强大的实弹化能力，
玩火者必自焚。

第一个突破
是第一次离台湾岛
这么近。第二个突
破是第一次对整个
台湾岛形成了包围
态势。第三个突破
是对外部势力的干
涉形成了一个巨大
的拒止能力。
●孟祥青教授：

这次的演习
确实和以往相比
有许多新的特点。

首先，这是第
一次离台湾岛这
么 近 ，从 地 图 来
看，六个区域离台
湾岛都非常近。过
去美国人划了个

“海峡中线”，我们
从来没有承认“海
峡中线”，在解放
军的眼里，也从来
没有这样一个“海
峡中线”，从地图
上也可以看出，我
们这次的演习区
域，很多都是突破
了“海峡中线”的，
这是第一个突破。

第二个突破
是第一次对整个
台湾岛形成了包
围态势，这六个区
域将台湾岛死死
包围。

第三个突破
是对外部势力的
干涉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拒止能力，
北部两个区域靠
近冲绳，东部和南
部区域扼守着巴
士海峡，巴士海峡
是进出台海的必
经之地，所以实际
上是向外部的干
涉势力发出一个
强烈的信号。

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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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战区陆军部队在台湾
海峡实施远程火力实弹射击现
场画面

10余艘驱护舰连续在台岛
周边海域执行任务

东部战区空军和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出动上百架歼击机、轰炸机等多型战机执行任务 央视新闻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