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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就美方侵犯中国主权挑衅行为进一步阐述中方立场

坚决抵制美方的公然挑衅和政治赌博
对七国集团涉台声明予以坚决驳斥
新华社金边 8 月 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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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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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毅说，佩洛西的表演，是美国政
治、美国外交和美国信誉的再一次破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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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明美国的“印太战略”极其具有对抗性
和危害性，证明美国对国际规则的虚
伪与双标。如果中方不对美方这种狂
躁、不负责任、极不理性的行径予以坚

决抵制，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
关系原则将成为一纸空文，各种分裂
分子和极端势力将会变本加厉，本地
区得来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将受到严
重损害。
王毅强调，这次事件是美方一手策
划和挑起的，前因后果一清二楚，是非
曲直一目了然。为避免这场强加于中
国的危机，中方做出了最大程度的外交
努力，但同时我们绝不会容许危害中国
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复兴进程，绝不会坐
视美国打“台湾牌”服务国内政治和政
客的私欲，绝不会姑息在本地区制造紧
张、挑动对抗和策动分裂。中方当前和
今后采取的综合措施，是必要、及时的
防守反制，经过慎重考虑和认真评估，
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符合国际法
和国内法，是对挑衅者的警示，也是对

地区稳定和台海和平的维护。各方应
认清当前危机的肇因和实质，共同反对
美方的冒险与挑衅，继续支持中方的正
当立场与举措，共同维护地区和台海和
平。
又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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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国政党政要和社会组织负责人明确反对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坚定支持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新华社北京 8 月 4 日电 8 月 4 日，
多国政党政要和社会组织负责人继续
通过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致函等方
式，明确反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
访中国台湾地区，坚定支持中方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
斯-卡内尔表示，古巴坚决反对企图破
坏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行径。
尼加拉瓜桑解阵总书记、总统奥尔
特加表示，美政要无视联合国决议和
美方郑重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承认的
一个中国原则，公然侵犯中国主权，再
次充分暴露美方口是心非的霸权行
径。
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员会
主席格雷兹洛夫表示，佩洛西窜访中国
台湾地区是对中国的公然挑衅。世界
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民和法塔赫坚定支持中国人民维护国
印尼民主斗争党外联主任翰加亚
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表示，佩洛西出于一己私利，干着威胁
肯尼亚“团结纲领－一个肯尼亚联
地区与世界和平的事，其图谋不会得
盟”全国执行书记图朱表示，佩洛西窜
逞。
访台湾是向友好中国人民挑衅的卑劣
巴基斯坦穆盟（谢）领导人、参议院
行径。这种行为不负责任，令人愤慨，
国防委员会主席穆沙希德表示，佩洛西
应遭到谴责。
发起挑衅，只会加剧中美关系紧张，破
赞比亚社会主义党主席蒙贝表示，
坏亚洲稳定。巴基斯坦坚定支持一个
美国领导人窜访台湾地区违背一个中
中国原则。
国原则，目的是干扰中国的和平发展进
土耳其爱国党主席佩林切克表示， 程，来维护自身霸权，各国爱好和平的
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是对中国主权的
人民必须对此行径予以谴责。
严重侵犯。美国无视国际法，违背此前
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总书记巴
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再次向全世
尔加斯表示，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是美
界表明美国是一个不可靠的国家。
国对中国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公然侵
巴勒斯坦法塔赫中央委员、阿拉伯
犯和粗暴干涉，
此举必将玩火自焚。
关系和中国事务部部长扎齐强烈谴责
英国共产党（马列）主席鲁尔表示，
并坚决反对美国损害中国国家统一和
在美国对华进行严重挑衅的时刻，英共
领土完整的挑衅行为，表示巴勒斯坦人 （马列）与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全力支

持续 26 天，杭州夺冠高温榜；
最低 33.5℃，重庆成为
“夜温王”

7 月多地持续高温，8 月会怎样？
刚刚过去的 7 月，我国多地遭遇
持续高温天气。7 月省会级城市谁最
热？哪些城市高温更加持久？8 月高
温会更凶猛吗？

多地度过“最热 7 月”
高温排行榜杭州夺冠
监测显示，今年 7 月，全国大部地
区气温偏高，平均气温为 23.15℃，仅
次于 2017 年 7 月，为有完整观测以来
的第二位。浙江、四川、云南、贵州经
历了最热的 7 月，浙江和四川甚至还
是当地观测史最热的一个月！浙江、
江西、福建、新疆多地最高温突破历史
极值。江淮南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
华南北部和东部以及四川盆地部分地
区高温日数达到 20 天或以上。
省会级城市中，杭州今年 7 月高
温日数达到 26 天，高居榜首；福州 25
天紧随其后，而且是 25 天高温连续出
现，一热几乎一整月。上海（徐家汇
站）、重庆（沙坪坝站）高温日数也达到
20 天以上。
其中，上海徐家汇站高温日数较

常年同期偏多一倍，7 月 13 日最高气
温达到 40.9℃，追平 1873 年以来徐家
汇站观测史上最高值；重庆沙坪坝站
更是有 5 天超过 40℃，为省会级城市
中最多，酷热难耐。此外，成都（温江
站）也是热得罕见，常年 7 月其高温日
数不足 1 天，今年 7 月却足足有 11 天
出现高温，在各省会级城市中偏多最
为明显。
不仅白天热，晚上也是暑热不退，
7 月最低气温最高的 6 个省会级城市
均超过了 30℃，体验全天候炎热。最
热的仍然是重庆，7 月 13 日至 15 日连
续三天打破当地夜温纪录，15 日凌晨
最低气温仍有 33.5℃，
“ 夜温王”当之
无愧。
据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王伟跃
介绍，今年 7 月，副热带高压强度偏
强，控制江南、华南、江淮等地，副热带
高压本身就是个暖性高压系统，同时
在其控制范围内气流下沉，不易形成
云，使太阳辐射更容易到达地面，有利
于地面增温，导致高温频发，强度较
强。

8 月热度更胜一筹
华北黄淮加入“桑拿”群聊
进入 8 月，在强盛的副热带高压
掌 控 下 ，我 国 高 温 暑 热 天 气 还 将 延
续。由于副热带高压位置北抬，高温
的重心也将由江南、华南逐渐北抬至
长江中下游至华北一带。华东中部、
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高温日
数较常年同期偏多，有阶段性高温热
浪出现。
高温向北方蔓延的同时，湿度也
会增大，华北、黄淮等地将迎来闷热天
气，加入“桑拿”群聊。在南方，重庆、
浙江等地未来几天将有 40℃或以上
的高温出现，城市中，杭州、合肥、重庆
等地均有可能创今年来气温新高。
王伟跃提醒，8 月高温来势汹汹，
北方闷热天气上线，南方部分地区气
温或创今年来新高，热度更胜 7 月，需
关注高温对人体健康、农业生产、交通
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公众请尽量
避免高温时段外出，防范热射病的发
生。
来源：
中国天气网

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西班牙“我们能”党众议员、众议院
外事委员会副主席戈麦斯表示，佩洛西
窜访台湾地区表明，美国只想制造冲
突、挑起阵营对抗，以延缓其霸权衰落
的进程。
此外，尼泊尔大会党、尼共（联合马
列）、尼共（毛主义中心）、尼共（联社）、
尼农工党、尼民族民主党、黎巴嫩自由
国民阵线、塞内加尔独立劳动党、坦桑
尼亚革命党、乌拉圭共产党、俄罗斯“公
正俄罗斯-爱国者-为了真理”党、基里
巴斯关爱基里巴斯党、韩国 21 世纪韩
中交流协会、柬埔寨民间社会组织联盟
论坛、斯里兰卡－中国经济政策和双边
关系促进会、索马里－中国全国贸易委
员会等政党和社会组织也通过不同方
式反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坚定支持
一个中国原则。

我国首款新冠口服药
阿兹夫定片投产

8 月 2 日，用于新冠病毒肺炎适应症
的阿兹夫定片在河南平顶山市真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投产。
此前，7 月 6 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
评中心（CDE）全票通过对新冠肺炎小
分子口服特效药物阿兹夫定片的技术审
评；7 月 25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
发布消息，根据《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
按照药品特别审批程序，进行应急审评
审批，附条件批准河南真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阿兹夫定片增加治疗新冠病毒肺
炎适应症注册申请。
据了解，阿兹夫定片是全球首个双
靶点抗艾滋病创新药，已在中国、美国等
多个国家申请专利并获授权。作为一款
抗病毒小分子口服药，阿兹夫定片具有
广谱抑制 RNA 病毒复制的作用，而新冠
病毒同属 RNA 作为遗传物质的病毒，因
此该药对新冠病毒有抑制作用。
2020 年 4 月以来，阿兹夫定片先后
在国内外获批开展Ⅲ期临床试验。临床
试验结果显示：显著改善临床症状。阿
兹夫定片可以显著缩短中度的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症状改善时间，提高
临床症状改善的患者比例，达到临床优
效结果。
据科技日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