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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神星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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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8月9日电（记者 杨晓敏）8月9日12时11
分，谷神星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
发射升空，将搭载的泰景一号01/02星和东海一号卫星共3颗
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泰景一号01/02星主要用于提供商业遥感服务，东海一号
卫星主要用于验证微小型偏振光相机多模式遥感探测技术。

这是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第3次飞行。

图为发射现场。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李国利 邓孟）记者9日从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中国空间站第2个实验舱段——
梦天实验舱已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近日运抵文昌航
天发射场。后续，梦天实验舱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各项总
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试各系统正在有序开
展各项任务准备。

梦天实验舱运抵文昌发射场

国家网信办

集中整治涉虚拟货币炒作乱象

据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记者9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
随着虚拟货币的兴起，与之相关的投机、炒作、诈骗等活动愈
演愈烈，一些网民受投资虚拟货币可获高额回报等虚假宣传
迷惑，盲目参与到相关交易活动中，给自身财产带来较大损
失。今年以来，国家网信办高度重视网民举报线索，多举措、
出重拳清理处置一批宣传炒作虚拟货币的违法违规信息、账
号和网站。

按照《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
通知》精神，国家网信办督促指导主要网站平台切实落实主体
责任，持续保持对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高压打击态势，加大对诱
导虚拟货币投资等信息内容和账号自查自纠力度。同时，加
强督导检查，对打着“金融创新”“区块链”的旗号，诱导网民进
行“虚拟货币”“虚拟资产”“数字资产”投资的989个微博、贴
吧账号和微信公众号依法予以关闭。

此外，国家网信办指导地方网信部门约谈涉虚拟货币宣
传炒作的经营主体500余家次，要求全面清理宣传炒作虚拟
货币交易的信息内容；并会同相关部门对专门为虚拟货币营
销鼓吹、发布教程讲解跨境炒币、虚拟货币“挖矿”的105家网
站平台依法予以关闭。

首批滞留三亚

游客返程
海南省疫情上升趋势趋缓

据新华社海口8月9日电

（记者 周慧敏 王军锋）海南全省
疫情总体上升趋势趋缓。9日16
时28分，首批125名滞留三亚的
游客搭乘飞机前往西安。

当日，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发布《关于滞留海南
旅客离岛返程有关事宜的公
告》。按照公告要求，对滞留旅
客感染传播风险进行评估研判，
对符合防疫条件的滞留旅客，有
序安排返程。

图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工作

人员在查验游客的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拉萨8月9日电（记者 田金文）记者从9日上午
举行的拉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2022年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根据新冠肺炎病例和病毒基因测
序结果分析显示：此次疫情的毒株系奥密克戎BA.2.76，流行
病学调查和环境采样结果提示此次疫情为输入性疫情。

西藏自治区卫健委一级巡视员王寿碧介绍，此次西藏
疫情传播速度快，从病例分布情况看，拉萨疫情具有家庭聚
集性特点，阿里地区病例之间有重合轨迹，存在一定社会面
传播风险。

拉萨市发布公告称，目前全市实行中高风险区域静态管
理，暂时关闭KTV、网吧、酒吧等人员聚集场所，布达拉宫、罗
布林卡、西藏博物馆等景点景区也于9日起暂停对外开放。

感染毒株系奥密克戎变异毒株BA.2.76

拉萨疫情具有家庭聚集性特点

据新华社联合国8月8日电《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
称《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针
对中国代表的质问，日本代表8日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坚持
“无核三原则”，不寻求“核共享”安排。中国代表希望日方
说到做到。

本次会议期间，针对日本政客一段时间以来鼓噪要同美
国进行“核共享”，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松8日阐述中方严正
立场，强调指出，日本国内近来反复出现寻求与美“核共享”
的声音，还在向本次审议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删除了以往报告

提及的“无核三原则”。这是否意味着日本的核不扩散政策出
现重大调整？日方欠《条约》缔约国和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针对李松的质问，日本代表行使答辩权，表示“无核三原
则”是日本政府的基本政策，日方这一政策没有动摇。关于
“核共享”，一些政府之外的专家确曾指出，日本应审视是否引
入“核共享”安排。这并非日本政府的政策，日本政府明确表
示没有考虑寻求“核共享”安排。

李松表示，中方注意到日方有关澄清和表态，希望日方说
到做到。李松并提请大会将日方表态记录在案。

新华社南京8月9日电（记者 李秉宣 韩学扬）9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组织联合封控和联合保障
行动。

战区空军出动预警机、歼击机、加油机、干扰机等
多型多批战机，重点组织了制空作战、空中加油、对海
支援等演练。空中作战兵力着力检验了复杂电磁环
境下的态势感知、战术选择和战法运用能力。支援保
障兵力密切协同，保证空中作战兵力长时在空，持续
遂行封控任务。

任务部队还在战区统一指挥下，进行了海空联合
搜救、弹药物资补给、装备器材抢修、伤员救护转运等
训练。

东部战区接续开展联合演训

重点组织联合封控

和联合保障行动

日本代表称不寻求“核共享”安排

中国代表：希望日方说到做到

据新华社首尔8月9日电（记者 陆睿 孙一然）韩国中
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9日通报说，截至当天11时，包括首
尔、仁川、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等地区的强降雨已造成8人
遇难，包括一名中国公民，另有9人受伤，6人失踪。

据了解，9日凌晨，京畿道华城发生山体滑坡，当地一
家工厂的集装箱宿舍被掩埋，造成一名中国公民遇难。

韩国强降雨一中国公民遇难

新华社华盛顿8月8日电（记者 孙丁）美国前总统特
朗普8日称，他位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遭到美
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的突击搜查。

海湖庄园是特朗普和家人在佛罗里达州的主要住所。
特朗普当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海湖庄园被大批联邦调查局
人员包围、搜查和占据，他的一个保险箱还被强行打开。

美国联邦调查局及美司法部尚未就这一事件公开
表态。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司法部目前进行的多项调查涉
及特朗普。海湖庄园被搜查时，特朗普本人正在纽约市。

特朗普称海湖庄园遭突击搜查

古巴储油设施火势蔓延

据新华社哈瓦那8月8日电（记者 朱婉君）古巴马坦
萨斯省马坦萨斯港工业区一储油基地5日晚发生储油罐燃
爆事故。截至8日晚，已有4个储油罐受火灾蔓延波及，目
前火势仍在持续。

古巴消防局8日表示，此次火灾规模之大，在古巴史无
前例。由于火场温度高、储油罐体积大、风向不定等因素，
火灾形势复杂，大火可能还将持续数日。

据古巴公共卫生部8日晚更新的数据，火灾及引发的
爆炸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25人受伤，另有10余名消防员
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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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连日来，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激起中国

人民强烈愤慨。对这场政治闹剧，您怎么看？

答：这是一场拙劣的政治闹剧，也是一次危险的恶
意挑衅。佩洛西不顾中方严正警告，执意窜访台湾，严
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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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中国人民绝不答应。中方进行
坚决有力的回应和反制，天经地义。这次事件也是一个
反面教材，让世人看清了美“以台制华”和台湾当局“倚
美谋独”的险恶用心。经此一役，国际社会一个中国的
共识更加巩固。美国打“台湾牌”遏制中国更加不得人
心，竹篮打水一场空。

问：美方声称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佩洛西访台并

不违反一中政策，您怎么看？

答：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国同
各国交往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一个
中国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为联大2758号决议所确认的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是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作出的
郑重承诺，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不存在任何模糊和任意
解读的空间。

美方口口声声说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但事实是，
美方多年来在不断曲解、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他
们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夹带了不少私货，包括所谓“与
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这是违反国际法的，中方
从来就不接受，也一直坚决反对。

他们还说佩洛西窜访台湾不违反一个中国政策。
根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美方只能同台湾保持文
化、商务等非官方关系。无论行政部门，还是立法、司法
机构，都是美国政府的一部分。佩洛西是美国第三号政
治人物，在窜台期间张口闭口代表美国。连她自己都承
认这是一次官方访问，这不是官方往来又是什么？

问：美方声称台湾四十多年来的现状改变来自北

京，而不是美国。您对此怎么看？

答：什么是台海现状？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
割。打破这个现状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和“台独”分裂势
力。多年来，美方同台当局加大勾连，提升美台实质关系，
大肆售台武器，助台提升所谓“非对称战力”，给“台独”分
裂势力撑腰打气。这不是改变现状是什么？民进党当局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顽固推进“渐进式台独”，大搞“去中
国化”，这不是改变现状是什么？中方的反制措施都是为
应对美国及“台独”势力挑衅行为做出的必要合理反应，完
全是正义的、合法的。

问：美方称不寻求也不会挑起危机，当前台海局势出

现紧张升级责任完全在中方。您怎么看？

答：这完全是颠倒黑白。这场危机是美国一手挑起
的。美方不顾中方再三严正交涉，纵容支持佩洛西窜台。
面对美方恶意挑衅，中方别无选择，必须奋起反击，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出现当前紧张局面，责任和后果只能
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承担。

问：美方称，中方采取军事演训、突破海峡中线等行

动，是过度反应和升级局势，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您怎

么看？

答：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是美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
一部分，根本不存在什么“海峡中线”。中国军队在中国台
湾岛附近海空域开展军事演训活动，旨在维护中国的神圣
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的措施公开适度，符合国内法、国
际法和国际惯例，无可指摘。

美国及其盟友经常到中国周边海域耀武扬威，挑衅滋
事。他们每年搞的军演就达上百次。过度反应、升级局势
的帽子他们戴最合适。

问：美方称，中方终止美中多个领域的合作，惩罚的不

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您怎么看？

答：美国代表不了世界。中方事先早已正告美国，佩
洛西窜台很可能导致危机，给双方交流合作造成重大干
扰。美方对此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
利益中的核心。美方一边严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一边又
在自身有需要的地方寻求中方合作。天下哪有这样的道
理？中方取消和暂停中美相关领域合作，有言在先，说到
做到，美方不应感到意外和沮丧。

我要强调的是，作为负责任大国，中方将一如既往积极
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合作，为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作
出中国贡献。美方应该做的是承担起自身的国际责任和义
务，不要为自己的错误寻找借口。

问：美方有人称，中方在台海展开的军演行动就像俄

罗斯入侵乌克兰一样，将招致国际社会谴责。您对此有

何评论？

答：这种说法用心险恶。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与
乌克兰问题完全是两回事。美国惯于拱火挑事。据不完全
统计，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248次
武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201场。2001年以来，美国发动战
争和军事行动造成超过80万人死亡，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美国为维护自己的霸权发动了那么多场非法战争，杀害了
那么多无辜平民，现在又公然跑到台海制造事端，我们能允
许吗？

问：日前，七国集团外长发表涉台消极声明，对中方行

动表达所谓关切。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

发声，支持中方正当举动。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170多个国家和许多国际组织发出正义声音，重申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
整。联大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都明确表示，联合国将继续
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核心就是一个中国原则。跟这
170多个国家比，七国集团算得了什么？他们说的话有人
在意吗？

问：美方称，如中方继续采取更多反制举措，美方将被

迫回应，可能导致局势轮番升级。您对形势的下步发展怎

么看？

答：事实一再证明，美国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坏者，是
地区稳定的最大麻烦制造者。如果国际社会任由美国胡作
非为，《联合国宪章》将成为一纸空文，丛林法则将大行其
道，受害的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鬼，捍卫核心利益坚定不移。我
们要正告美方，不要轻举妄动，不要一条道走到黑，趁早打
消“以台制华”的念头，老老实实回到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上来，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多做正事、实事。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就佩洛西窜访台湾答记者问

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鬼，捍卫核心利益坚定不移

国台办回应吴钊燮有关言论

再次暴露其顽固谋“独”本性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9日在答

记者问时表示，吴钊燮是“台独”顽固分子，有关言论颠倒黑
白、混淆视听，再次暴露出其顽固谋“独”本性。

有记者问：吴钊燮再度大放厥词，诬称大陆无理“挑
衅”，对台“军事威胁”改变现状，呼吁爱好“民主、自由”的国
家支持台湾，维护台海现状。对此有何评论？马晓光作上
述回应。

马晓光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
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这是两
岸关系的法理与现实。无数事实充分证明，民进党当局是
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民进党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体现一个
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公然散布“中华民国台湾”“两岸互
不隶属”等“两国论”谬论，这不是企图改变现状是什么？

马晓光说，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出卖民族利益，靠外部反华
势力，特别是“倚美谋独”实现政治野心。佩洛西窜台闹剧充
分说明，民进党当局是不折不扣的挑衅者。民进党当局不断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推行“台独”活动，勾连外部势力公然挑衅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两岸
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这不是挑衅是什么？

马晓光指出，在我们一系列坚决有力的反制措施下，民
进党当局不思悔改，反而公然歪曲事实，把自己包装成“受
害者”的角色，“告洋状”，编造“威权”与“民主”的叙事，掩盖
其谋“独”挑衅的本质与行径。众所周知，西方反华势力口
中的所谓“民主”不过是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而民进党当
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更是其煽动“反中抗中”、谋“独”挑衅
的“遮羞布”。

马晓光表示，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得
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一个中国
原则有清醒的认识，对是非曲直有正义的判断，对民进党当
局谋“独”危害有充分的警惕。民进党当局砌词狡辩欺骗不
了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

马晓光说，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如果在挟洋自重、谋
“独”挑衅的邪路上不收敛，必将遭致更加严厉的打击。

记者8月9日从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获悉，针对近日“每日
优鲜”无法正常经营引发大量消费者投诉的情况，北京市消协
4日约谈了北京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会上，北京市消协向北京每日优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通
报了96315热线登记消费者投诉的情况，并对企业现状和投
诉处理情况进行了询问。

北京市消协副秘书长陈凤翔对企业提出三点要求：一
是务必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及时公布退费方案和登记方
式，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加强与市、区消协的
沟通，积极配合消协组织的工作，共同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三是在三个工作日内将情况说明和整改方案书面反
馈至北京市消协。

北京市消协约谈每日优鲜
要求三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整改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