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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雄老旧大楼火灾46人死亡
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切

外交部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 王宾）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14日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轮不到美国说三道
四。美方应严肃对待中方立场和关切，切实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在台湾、海上等问题
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五角大
楼发言人柯比日前对记者称，中国加大恐吓、压迫台湾和
其他伙伴盟友，包括在台湾附近、东海和南海加紧从事军
事活动，这破坏了地区稳定，只能增加误判风险。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轮不到美国说三道四。”赵立

坚强调，中方有关举措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
和自身权益的正当合理措施。当前在中国与南海周边
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稳定。“美方有关言论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蓄
意利用有关问题挑拨离间地区国家与中国关系，对外
发出极为错误和不负责任的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赵立坚说，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售台武器、加强美台官
方军事联系等方面消极动作不断，包括出台7.5亿美元售台武
器计划，美军机降落台湾岛，军舰频频过航台湾海峡等，持续
在南海和中国周边兴风作浪，炫耀武力，人为挑动地缘政治对
抗，充分暴露了美国是地区和平稳定破坏者、团结合作搅局
者、麻烦制造者的真面目。
“美方应严肃对待中方立场和关切，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在台湾、海上等问题上发表
不负责任的言论。”赵立坚说。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
言人10月 14日就民进党当局不断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
2758号决议发表谈话。谈话全文如下：

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与法理，无
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不断歪曲
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公然挑战国际社会一个中
国原则，散布台是“主权国家”谬论，为谋求所谓“台湾独
立”编织谎言，是十分危险的谋“独”挑衅。

民进党当局歪曲攻击联大2758号决议，本质上是企图
否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历史和法理十
分清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长期散布“台独”
史观，欺骗岛内民众和国际舆论，公然挑战国际社会公认的
法理与事实，但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的事实。

民进党当局歪曲攻击联大2758号决议，拿“代表权”说
事，是对国际法的无知与蔑视。1971年第26届联大以压倒
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明确、
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多年来的实践
充分证明，联合国和广大会员国均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分尊重中国对
台湾的主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当然是包括台湾在
内的全中国的代表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
其在联合国的所谓“代表权”问题。民进党当局炒作台湾
“代表权”，公然蔑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图谋制造“两个中

国”“一中一台”，是赤裸裸的谋“独”挑衅。
民进党当局歪曲攻击联大2758号决议，声称要为台湾

谋取“国际空间”，目的是为了制造政治事端。关于中国台
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问题，我们的立场和国际社
会共识十分明确，那就是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加以
解决。2009年至2016年，中国台湾地区得以“中华台北”名
义、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就是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
下，通过两岸协商解决的。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局顽固
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单方面破坏
两岸协商的政治基础，直接导致中国台湾地区无法参与世
卫大会，责任完全在民进党当局。

台湾同胞是中国人。我们高度重视台湾同胞参与国
际活动的愿望与关切，无论是经济、社会、文化、体育活动，
还是卫生健康、防疫抗疫，我们都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
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作出妥善安排。我们乐见台湾同
胞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人的风采。我们在海外广泛开

展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春苗行动”惠及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全体中国公民，让大家有疫苗可打。当台湾同胞在海外遭受
灾害、战乱时，我们的领事保护为他们遮风挡雨。事实证明，
只有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才能
够在国际上得到有效维护，他们的腰杆才能更硬。台湾同胞
作为中国人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
严和荣耀。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使台湾同
胞切身利益受到损害。

中国的统一事业是正义事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拥
护和支持。这是联大2758号决议在当前形势下最鲜明的
时代特点。这一决议体现了国际法权威，不容歪曲，不容
挑战。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

隐患。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台独”分裂分子必受清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谋“独”伎
俩都是徒劳的，跳得越高，摔得越惨！

民进党当局不断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

国台办：十分危险的谋“独”挑衅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据台湾媒体报道，14日高雄市
盐埕区“城中城”发生大火，已造成数十人死亡，多人受伤。事
故发生后，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切，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关
系协会向此次事故罹难的同胞表达深切哀悼，向受伤同胞和
相关人员家属表达诚挚的慰问。

据新华社台北10月14日电 台湾高雄市盐埕区“城中城
大楼”14日凌晨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伤亡。据台媒最新报道，
经13小时灭火、抢救，现场搜寻工作已告一段落。高雄消防
局介绍，火灾已造成46人死亡、41人受伤。

据了解，“城中城大楼”建成已40年，地上12层，地下2
层，7至11层为民众住宅，实际居住139人。目前起火原因仍
在调查中。有报道说，最先燃烧的是一楼店面。高雄市政府
方面稍早透露，不排除人为纵火，警方已带回4人调查。

金秋时节，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山间大片松林呈现出迷人的金黄色，美景

如画。 新华社发
崇礼秋色

正在宁夏参加2021医生云大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伯礼表示，近期从全球范围内看疫情整体趋缓，但我国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仍很大，大众仍应加强自身防护，少
聚集少外出，抓紧接种疫苗加强针。

张伯礼说，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好消息是从全球范围内
来看，不管是欧洲、美洲还是东南亚，疫情整体趋缓。原因
是多方面的，包括普遍接种疫苗、病毒近期没有变异以及人
们加强防护措施等。张伯礼认为，目前要说疫情已经得到
控制还为时过早，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还很大，
特别是冬季往往是病毒最活跃的时期。 据新华社电

张伯礼院士

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仍大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 魏玉坤）国家统计局14
日发布数据，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9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降5.2%，降幅比上月扩大1.1个
百分点。食品中，猪肉价格下降46.9%，降幅扩大2.0个百分
点；淡水鱼、鸡蛋和食用植物油价格分别上涨21.0%、14.2%和
9.2%，涨幅均有回落。

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0%，涨幅扩大0.1个百分点。非
食品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2.8%，涨幅扩大0.3个百分点，
其中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3.4%和25.7%，涨幅均有扩
大；服务价格上涨1.4%，涨幅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飞机票、
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15.7%、8.7%和1.2%，涨
幅均有回落。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莉娟分析，9月份，扣除
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
同。消费市场供需基本平稳，价格总体稳定。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9月份，受煤炭和部分高耗能行
业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工业品价格涨幅继续扩大。全
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10.7%，涨幅比上
月扩大1.2个百分点。

9月CPI同比上涨0.7%

新华社成都10月14日电（记者 吴光于）备受关注的“拉
姆”被前夫泼汽油致死案于10月14日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汶川县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唐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唐路与被害人阿木初（抖音名“黑
姑娘【拉姆】”）于2009年登记结婚，婚后二人常因家庭琐事发
生争吵，唐路多次殴打阿木初，2020年6月28日二人离婚。后
唐路多次找阿木初复婚被拒绝，因此心生怨恨。2020年9月14
日20时30分许，唐路前往阿木初父亲家，向正在厨房进行网络
直播的阿木初淋泼汽油并点火，致阿木初烧伤。阿木初于半月
后经医治无效死亡。唐路在逃离现场后被抓获归案。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唐路致阿木初死亡的行为已构
成故意杀人罪，且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所
犯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遂作出上述判决。

因案情重大复杂，法院依法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本案。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唐路及其辩护人进
行了质证，控辩双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
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被告人唐路亦作了最后陈
述。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
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

“拉姆”遭前夫泼汽油致死案宣判
被告人被判处死刑

14日，布达拉宫管理处发布通告称，根据西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冬游西藏”第二阶段市场促进优惠政策
精神，布达拉宫将从2021年10月15日至2021年12月31日
期间，执行预约免费参观惠民政策。

据悉，在此期间游客正常在布达拉宫官方微信公众号
平台上提前一天预约次日参观门票。 据新华社电

布达拉宫今起预约免费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