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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佩洛西窜台
外交部宣布8项反制措施

8月5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
者会，并对美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
等官员指责中方反应过度作出回应。

华春莹表示，目前的局面完全是由佩洛西
及美国政客一手造成的。美方官员的这种论调，
让人有种看“穿新衣的皇帝”的感觉，美方这种
傲慢自私、虚伪霸道的毛病真的该好好改改了。
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前因后果一清二楚，是非
曲直一目了然。

华春莹强调，美方是主动挑衅者和危机制
造者，台湾问题的本质不是所谓民主问题，而是
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

国际社会各方也纷纷发出预警，指出佩洛
西访台是完全不必要的恶意挑衅，将引发严重
危机。可惜，美方对此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美方
恶意挑衅在先，中方正当防卫在后。中方有关反
制措施是对挑衅者的必要警示、对国家主权和
安全的正当捍卫。

华春莹指出，现在美方及其一些跟班跳出来
指责中方“反应过度”，如果他们真关心地区和平
稳定，为什么不早点站出来劝阻佩洛西窜访呢？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问题上，中国采取的反制措施是正当的、必
要的、恰当的，毫不过分。美方作为这场危机的肇
事者和始作俑者，应该也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
任。中方有关举措也是对地区和平稳定以及国际
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坚决维护。

华春莹说，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绝不能允
许美国自诩“世界警察”“国际判官”，继续把别
的国家当作可以随意跪杀的弗洛伊德。如果中
方面对美方步步紧逼的干涉内政和损害主权行
动无动于衷，不对美方狂躁、不负责任的行径予
以坚决抵制，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联合国宪
章宗旨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就将沦为一纸空
文，占世界人口80%以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随时
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正因为如此，160多个国
家近日发出正义声音，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中国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

华春莹还强调，这是一场霸权与反霸权、干
涉与反干涉、分裂与反分裂的重大斗争。中国人
民决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
谁妄想这么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
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
对和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8
月5日宣布采取以下反制措施：

一、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二、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三、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四、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五、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

六、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七、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八、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

据新华社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
继续位台岛北部、西南、东部海空域进行实战化
联合演训，持续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8月5日，东部战区空军持续出动歼击机、轰
炸机、预警机、电子侦察机等多型战机赴台岛周
边实施制空作战、支援掩护、空中打击、侦察预警

等实战化演训。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在目视距离俯
瞰祖国宝岛海岸线和中央山脉。

在台岛周边海域，东部战区海军10余艘驱
护舰艇依令从不同方向抵近展开封控行动。其
间各舰连续组织昼夜间模拟对陆打击、综合攻
防、联合反潜等实战化课目演练，提升舰艇核心

作战能力。
在浙东、福建、粤东沿海，多艘护卫舰、导弹快

艇和多个机动岸导火力单元保持高度戒备，持续
对海上重要目标实施火力追瞄并展开模拟突击，
锤炼部队对海打击能力。东部战区陆军远箱火、火
箭军常规导弹任务部队继续组织策应行动。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
坚决反对执意窜台，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践踏一个中国原则，严
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针对佩洛西恶劣挑衅行径，

中方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对佩洛
西及其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 据新华社

中方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实施制裁

东部战区持续位台岛周边展开实战化联合演训

飞行员在目视距离
俯瞰祖国宝岛海岸线和中央山脉

外交部发言人：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
前因后果一清二楚，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2022年8月5日0~17时，
海南三亚市新增 189 例确诊
病例、11 例无症状感染者。8
月 1 日 0 时至 8 月 5 日 17 时，
累计发现确诊病例335例、无
症状感染者45例。

8 月 5 日下午，海南省三
亚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疫
情防控最新情况。

发布会上介绍，通过病
毒基因测序，引起三亚本轮
疫 情 的 病 毒 为 奥 密 克 戎
BA.5.1.3变异株，该变异株具
有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
快等特点，根据流行病学调
查情况，核酸检测和病毒基
因检测结果分析，本轮疫情
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防控
形势异常严峻，正处于防扩
散、防外溢的关键阶段。

三亚国际免税城一期、二
期8月5日起临时闭店

记者从三亚国际免税城
了解到，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三亚国际免税城一期、二期8
月5日起临时闭店，恢复营业
时间将另行通知，将全力做好
因航班退改签造成的退货，信
息更新等工作。

此外，记者从三亚凤凰国
际机场了解到，为配合三亚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即日起，凤凰机场至
亚龙湾、海棠湾班线巴士暂停
运营，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三亚多家景区发布暂停
营业通知

记者从三亚旅文部门了
解到，因受疫情影响，为配合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
广大游客朋友们的人身安
全，三亚亚龙湾国际玫瑰谷、
天涯海角游览区、临春岭森林
公园、三亚水稻国家公园、亚
龙湾热带天堂森林等多家景
点、旅游区定于2022年8月4
日起暂停营业，具体恢复营业
时间另行通知。

据悉，三亚南山文化旅游
区、大小洞天旅游区、千古情景
区、海昌梦幻不夜城等景区在
前几日也陆续发布暂停营业通
知。

提醒游客及时关注景区
的信息发布平台，已经在网上
预约和购票的游客，可选择通
过原购票渠道申请退票。

综合央视新闻

国家外汇管理局 5 日发
布的2022年二季度及上半年
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
示，2022年上半年，我国经常
账户顺差 1691 亿美元，与同
期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
为 1.9%，继续处于合理均衡
区间。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表示，2022
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呈现较强的韧性。我国国际
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
3207 亿美元，增长 36%，为历
年同期最高值。其中，货物贸
易出口16437亿美元，同比增
长 13%；进口 13230 亿美元，
同比增长8%。

2022 年上半年，服务贸
易逆差378亿美元，同比下降
30%。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
息服务顺差 91 亿美元，同比
增长1.2倍。“这体现服务业数
字化转型为我国服务贸易发
展注入新动能。”王春英说。

在跨境投资方面，2022
年 上 半 年 ，直 接 投 资 净 流
入 749 亿 美 元 。其 中 ，来 华
直接投资净流入 1496 亿美
元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净 流 出
747 亿美元。

王春英表示，我国经济
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有利于我国国际收支继续保
持基本平衡。 据新华社

走进中国水电发展历史
长卷，了解三峡工程百年圆梦
历程，探索三峡工程背后的奥
秘……8 月 5 日，三峡工程博
物馆在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坝
区开馆，这是该博物馆首次全
方位对社会开放。

三峡工程博物馆位于三
峡枢纽工程右岸下游，距离三
峡大坝约1公里，占地面积1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1万平
方米，室内展陈面积约1万平
方米。博物馆的主体建筑造型
为大江截流中发挥重要作用
的截流四面三角体，建筑结构
为空间钢结构，共两层，二层
及屋顶设有大坝观景台。

在三峡工程博物馆里，
三峡馆、工程馆和水电馆为
三个基本陈列馆。三峡馆以
时间为轴，展示三峡工程百
年圆梦历程和巨大综合效
益。工程馆以专业为轴，从社

会、文化、科技、环境、发展等
维度解析三峡工程。水电馆
主要展示我国水电发展历程
和水电科技。

博物馆还设有好奇水电
研学中心、专业交流中心、文
创中心等专题展厅和临时展
厅。好奇水电研学中心面向中
小学生，以“好奇探索”的方式
开展水电科普教育。专业交流
中心主要用于开展水电技术
和学术交流活动。博物馆室外
建设有三峡工程工业遗存、三
峡工程党建文化广场、峡江意
境园等项目。

开馆当天，由中央文明
办、水利部主办，中国三峡集
团承办的“关爱山川河流·守
护国之重器”志愿服务活动主
会场活动暨三峡工程全国爱
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开放日
活动在三峡工程博物馆举行。

据新华社

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说道：是否常态化取决
于“台独”势力和美方怎么做。一段时间以来，“台
独”势力在台湾的分裂活动不断加剧，而美国多
年来在台湾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严重违反一中
原则。特别是这次佩洛西窜访，严重违反一个中
国原则，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动摇
中美政治基础，也严重损害了两国两军关系。所
以我们对美进行了一系列制裁，包括取消安排中
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等措施，包括对佩洛西及其
亲属采取制裁措施。未来，只要“台独”势力一天
不停止，只要外部干预势力一天不停止，我们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就不会停止。

军 事 专 家 解 读

“这次演训，我军实战化能
力得到很大提升”

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说道：这次演训，我军
实战化能力得到很大提升。

联合作战能力得到提升。这次演训是我军首
次在台岛周围实行海空演训，包括联合封控、对
海攻击、对陆打击、制空作战等多种课目，可以随
时由训转为战。

远域慑止能力得到提升。这次演训是我军
首次将靶场设在台湾岛东部，将当时给佩洛西
护航的美国“里根”号航母逼退约几百公里。

精确制导能力得到提升。这次的实弹射击
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是陆军火箭炮和火箭军常
导都是准确命中目标，可以做到瞄准即摧毁。

各军兵种和各战区协调配合能力得到提升。这次
演训以东部战区为主，其他战区兵力也都参与进来。

构建海上立体作战体系的能力得到提升。
这次可以说是首次组织了航母编队进行震慑性
演练，而且构建了海上立体作战体系。

通过此次演训，我观察到全军官兵听令而动，
士气高昂。此次远火发射跨过台湾岛，震慑“台独”
分裂分子和外部干涉势力。

“只要‘台独’势力一天不停
止，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行动就不会停止”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
2022年8月5日，我国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二号F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型可重
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这是长
征二号F运载火箭第18次执行
发射任务。

试验航天器将在轨运行
一段时间后，返回国内预定着
陆场，其间，将按计划开展可
重复使用和在轨服务技术验
证，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技术
支撑。

据新华社

我国成功发射
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

8月5日0~17时，三亚新增189例确诊病
例 11例无症状感染者

“传染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
本轮疫情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

三峡工程博物馆开馆

初步数据：2022年上半年
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691亿美元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某舰官兵在瞭望观察 新华社发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战机在执行抵近慑压任务（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2022 年 8 月 3 日上午，
江 西 吉 安 市 安 福 县 发 生

“8.03”故意杀人案。截至目
前，该案致 2 人当场死亡，2
人经送医救治抢救无效后
死亡，其他伤者经省、市联
合医疗组医治后均无生命
危险，情况平稳。

犯罪嫌疑人刘小辉作案
后，搭乘出租车沿大广高速向
南逃窜，行至万安县境内某处
时寻隙跳车逃匿。公安机关循
线追踪，组织围捕。当日22时

30 分左右，躲藏在高速公路
路基一涵洞的犯罪嫌疑人刘
小辉发现有民警和群众在附
近搜查，遂翻上路面攀越施工
围挡，横穿高速公路时遭遇车
祸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救
治，后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
后死亡，经DNA生物检材进
一步确认死者为犯罪嫌疑人
刘小辉。

案件其他相关侦办、善后
处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央视新闻

江西安福县幼儿园重大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刘小辉伤势过重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