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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批评佩洛西窜访用心险恶

国际社会坚定支持中方反制措施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 刘开雄）国家外汇管理
局7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2 年 7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
模为 310 4 1 亿美元，较 6 月末上升 328 亿美元，升幅为
1 . 07%。
　　7月，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定，境内外汇供求基本
均衡。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介绍，在
国际金融市场，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
上涨。“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
汇储备规模上升。”

7 月末我国外汇

储备规模为31041 亿美元
境内外汇供求基本均衡

  新华社北京8 月7 日电（记者 周圆）记者7日从民航
局获悉，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为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对外交流合作，科
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民航局于8月7日起对国际定期
客运航班熔断措施进行优化调整。
　　调整后的熔断措施为：对确诊旅客人数达到5例的航空
公司单一入境航班，当确诊旅客占比达到该航班入境旅客人
数4% 时，暂停运行1 周；当确诊旅客占比达到该航班入境
旅客人数8% 时，暂停运行2 周。熔断的航班量不得调整用
于其他航线。
　　此外，相关政策将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要求，适时作出
必要调整。

王毅：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犯了三方面错误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纵容支持“台独”势力 蓄意破坏台海和平

  新华社达卡8 月7 日电（记者 刘春
涛）当地时间2022 年 8 月 7 日，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在访问孟加拉国期间，针对最
新形势和美方无理狡辩，指出美方在佩洛
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上犯了三方面错误。
　　一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美方不顾中
方反复劝告警示，一意孤行，安排美政府
三号人物到中国台湾地区进行所谓“访
问”。须知，台湾不是美国的一部分，而
是中国的领土，美方自己也做出过公开承

诺。美方的行径，是在严重侵犯中国
主权。
　　二是纵容支持“台独”势力。任何国
家都必须维护国家统一，都不容许分裂势
力肆意妄为。台湾地区执政的民进党把谋
求独立写入党纲，近年来千方百计搞渐进
式“台独”，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
一台”。美国会众议长公开为其撑腰打
气，与分裂势力为伍，与中国人民为敌。
　　三是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美国惯于先

制造一个问题，再利用这个问题实现自身
战略图谋。有迹象表明，美国在策划佩洛
西窜访问题上又想故伎重演，正在借机加
大地区军事部署，这值得各方高度警惕和
坚决抵制。
　　王毅说，中方的坚定立场和采取的举
措正当、合理、依法、必要、公开、适
度，旨在维护中国的神圣主权和领土完
整，遏阻美国“以台制华”的图谋，粉碎
台当局“倚美谋独”的幻想，真正维护好

台海的和平、地区的稳定。
　　王毅强调，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与国
交往的“黄金法则”，是发展中国家维护
自身主权安全的“护身法宝”。我们感谢
各国对中方立场的理解和支持。在单边霸
凌行径不时横行的今天，国际社会应就此
形成更明确的共识，发出更有力的声音，
共同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国际法，
共同维护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

东部战区接续开展
联合演训检验精确打击能力

  新华社南京8 月7 日电（记者 李秉
宣 韩学扬）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
战区按计划，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
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检验联合火力对地
打击和远距离空中打击能力。

　　东部战区空军连续出动预警机、轰炸
机、干扰机、歼轰机、歼击机等多型多批
战机，继续在台岛周边空域成体系实施联
合侦察、制空作战、对地突击、支援掩护
等实战化演训。在海空体系支援下，空中

打击兵力协同远箱火、常规导弹部队，区
分多个方向，对预定目标实施联合精确打
击演练；多支轰炸机编队按照预设航线，
南北双向穿越台湾海峡；数架歼击机联合
海上驱护舰开展联合演训。

　　东部战区空军参谋部某处处长张智
说：“此次行动，系统检验了信息化条件
下体系进攻战役战法，锤炼提升了对岛屿
要害目标精确摧毁能力，确保空中力量打
得快、打得准、打得狠。”

　　连日来，国际社会持续严厉批评美国
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认
为这一恶劣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同时表示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采取反
制措施。

佩洛西窜访用心险恶

是对中国严重挑衅

　　“佩洛西这场‘表演’给全球事务带
来负面效应，美国是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
最大破坏者。”秘鲁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
院院长米格尔·罗德里格斯批评佩洛西出
于一己之私，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罗德里格斯强调，美国的干涉主义行
径不断给世界带来麻烦、冲突，甚至
战争。
　　曾任南联盟外长的塞尔维亚前资深外
交官日瓦丁·约万诺维奇认为，佩洛西窜
访用心险恶。美国一直利用分裂势力推进
其扩张主义和霸权，“口口声声说坚持一

个中国政策，却一再违背承诺，这表明美
国将扩张主义优先于任何原则或国际
法”。
　　墨西哥参议员何塞·纳罗·塞斯佩德
斯在墨媒体刊文批评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
地区，指出美国政客的言行不仅对美国和
亚洲地区人民产生威胁，还将全球安全置
于风险之中。
　　日本共同社客座评论员冈田充强调，
佩洛西出于私心的窜访加剧台海紧张局
势，“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马耳他前外长埃瓦里斯特·巴尔托洛
将佩洛西窜访闹剧比作威胁全球的“野
火”，“我们本应该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
化、推动经济复苏以及解决能源和粮食危
机，佩洛西的窜访却使得全球合作更加困
难”。
　　巴西前众议长阿尔多·雷贝洛在巴西
媒体上撰文指出，佩洛西窜访是对中国的
严重挑衅，“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
误信号，会带来严重后果”。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

　　斯里兰卡总统维克拉马辛哈在社交媒
体上重申，斯里兰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
策以及联合国宪章关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原则。
　　法国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让-吕
克·梅朗雄说，法国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
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埃及前驻华大使阿里·希夫尼直言，
佩洛西窜访充满挑衅性，台湾是中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
　　卢旺达资深媒体人杰拉尔德·姆班达
撰文说，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的不懈
追求。美方妄想“以台制华”，佩洛西窜访破
坏世界和平与稳定，也违反了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国际社会必须予以谴责。
　　肯尼亚国民议会肯中友好小组主席沙
比尔用两个“完全支持”表明立场：完全
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所作努力，

完全支持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所采取的措施。

支持中方反制措施

反对美国霸权主义

　　“美国，把手从台湾那里拿开。”来
自俄罗斯青年组织“青年近卫军”的400
名学生自发组织强烈谴责佩洛西窜访的活
动。活动组织者卡佳说，美国公然踩踏一
个中国原则的红线，俄民众坚定反对美国
霸权主义。
　　马达加斯加参议长海里马纳纳·拉扎
菲马海法表示，支持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的不懈努力。
　　“中国有权制止外部干涉，让‘台
独’分裂势力付出代价。”古巴国际政治
研究中心研究员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说。
　　斯里兰卡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古纳提拉
克表示，坚定支持中国对佩洛西窜访采取
的反制措施，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及为
之采取的行动。（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新华社发
  3 月 25 日，在肯尼亚恩贡站，正司机约翰
（左）和副司机布赖恩与站台工作人员确认
安全。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蒙内铁路于2017 年5 月31
日建成通车。蒙内铁路全长约480 公里，是肯尼
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据非洲之星铁
路运营公司介绍，蒙内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为
肯尼亚民众提供的新就业岗位涵盖了5 大专业、
123 个工种，累计招聘使用当地员工3000余人。

蒙内铁路运营5周年

为肯尼亚民众提供就业岗位

民航局优化调整国际

定期客运航班熔断措施

　　新华社专电 5 日下午以来，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对加沙
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多个目标发动袭
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说，截至6日晚，加沙地带
已有24人死亡、超过200 人受伤。作为回应，杰哈德向以色
列发射超过 350 枚火箭弹，大多被以军“铁穹”防御系统
拦截。
　　目前，本轮冲突未有明显降级迹象。按照以军加沙师
师长尼姆罗德·阿洛尼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以军本次军
事行动针对目标为杰哈德，而非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本月1日，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逮捕杰哈德在约
旦河西岸地区的领导人巴塞姆·萨阿迪等人，并在行动中打
死一名杰哈德武装人员，导致双方紧张局势升级。杰哈德
随后宣布进入警戒及备战状态，并表示将使用“最先进的
武器”攻击以色列。
　　5日下午，以军“先发制人”，对加沙地带杰哈德目标
发动代号为“破晓行动”的空袭，杰哈德加沙北部高级指
挥官泰西尔·贾巴里丧生。杰哈德随即表示，以军是在“向
巴勒斯坦人民宣战”，绝不容忍这种“侵略行径”。 6 日
晚，以军宣称，杰哈德加沙南部高级指挥官哈立德·曼苏尔
在空袭中被炸死，杰哈德“在加沙的领导层已被击垮”。
　　冲突爆发以来，以军称已对加沙地带约40 个隶属于杰
哈德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发动空袭后，以军宣布以色列
进入“特殊局势”，关闭通往加沙地带交界地区的道路，
拟动员2 . 5 万名预备役人员严阵以待。
　　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托尔·文内斯兰5日就巴以冲突发
表声明说，联合国正与冲突双方接触，将努力避免冲突升
级，防止出现对平民不利的灾难性后果。

巴以紧张局势升级

停火前景不明

我国前7个月外贸同比增长10 . 4%
外贸增速持续回升传递出经济持续恢复积极信号

　　综合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 海关总署
7 日发布数据，今年前7 个月，我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 2 3 . 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 . 4%。从累计增速看，前7 个月同比增长
1 0 . 4 % ； 从 月 度 看 ， 7 月 份 同 比 增 长
16 . 6% ，传递出我国经济持续恢复的积极
信号。
　　具体来看，前 7 个月累计，我国出口
13 . 37 万亿元，增长14 . 7% ；进口10 . 23 万亿
元，增长5 . 3% ；贸易顺差3 . 14 万亿元，扩
大62 . 1%。
  从出口货物品类看，前7个月，我国出
口机电产品7 . 57 万亿元，增长10 . 1% ，占出
口总值的56 . 6%。其中，汽车1757 . 4 亿元，
增长54 . 4%。同期，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
品2 . 41 万亿元，增长15 . 2%。
　　今年以来，我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外贸进出口克服外部环境趋
紧、疫情短期冲击等诸多不利影响，前7 个
月累计增速达到两位数。海关总署统计分析
司司长李魁文说：“其中，7月当月进出口

同比增长16 . 6% ，延续了5月份以来外贸增
速持续回升态势，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作出
积极贡献。”
　　李魁文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外贸进出口克服
外部环境趋紧、疫情短期冲击等诸多不利影
响，实现了较快增长。
　　从4月外贸增速回落至0 . 1% ，到5月、
6 月快速反弹，分别达9 . 5% 和14 . 3% ，上半
年的“V ”形修复曲线展现出我国外贸较
强的发展韧性。对比多项数据后，记者发
现，7月外贸增速延续了之前持续回升的良
好态势。
　　这其中，长三角地区等“外贸重镇”进
出口持续快速恢复的带动作用不容忽视。前
7个月，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合计进出口同
比增长11 . 7% ，比上半年增速加快2 . 5 个百
分点；7月当月，同比增长25 . 7% ，对全国
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
　　“应该说，长三角地区经受住了疫情考
验，已经显示出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庄
芮说，随着社会运转逐步回归常态，产业链
供应链趋于修复，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有望持
续企稳回升、加快复苏步伐，并为全国外贸
保稳提质提供重要支撑。
　　外贸实现较快增长，离不开“朋友圈”
的多元和升级。前7个月，我国对东盟、欧
盟、美国和韩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
持增长势头。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今年生效实施以来，贸易红利持续释放。同
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RCEP
成员国进出口分别增长19 . 8% 和 7 . 5% ，进
一步深化了区域经济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合
作，为地区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为让企业真正知晓、弄懂、享受政策优惠，
今年以来，全国海关切实做好RCEP涉及海
关业务的政策宣传和解读工作，成效十分
显著。
　　从帽子、眼镜拓展市场，到松茸、蜜柚
抢“鲜”出口，再到扫地机器人、太阳能电

池远销海外……外贸主体活力的有效激发，
也被视为推动外贸增速持续回升的重要
原因。
　　前7个月，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
业数量同比增加5 . 8%。其中，民营企业进
出口增长15 . 3%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0% ，
继续发挥外贸“主力军”作用。
　　庄芮表示，多重压力之下，民营企业取
得这样的成绩十分可喜，这与国家密集出台
的纾困帮扶政策措施和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
密不可分。未来，民营企业勃勃的发展生机
和巨大的发展潜力还将为我国外贸发展注入
新的动力。
　　透过最新发布的数据，虽然感受到外贸
企稳向好的暖意，但当前，我国外贸发展仍
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
　　庄芮表示，尽管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但
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随着国家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
施的落地见效，复工复产有序推进，我国外
贸仍有望继续保持稳定增长。

  新华社专电 西班牙研究人员近日开发出一种新型变色
薄膜，消费者只需将薄膜贴在食品上，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
序为薄膜拍照，就可以轻松分析出亚硝酸盐的含量。
　　某些肉类食品通常要用适量亚硝酸盐等处理，以保持其
外观和口感新鲜。当在胃的酸性环境中或在煎锅的高温下，
亚硝酸盐会发生反应形成亚硝胺，可能形成潜在的致癌化合
物。现有测定食品中亚硝酸盐含量的方法通常需要昂贵而费
力的技术和仪器。
　　西班牙布尔戈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的这种薄膜基于聚
合物传感器的原理。研究人员将薄膜贴在肉类食品上15 分
钟，使其发生化学反应，从而改变薄膜颜色。随后研究人员
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为薄膜拍照，分析颜色变化，就可以计
算亚硝酸盐的含量。食品中亚硝酸盐含量越高，薄膜的黄色
就越深。
　　研究人员自制了用亚硝酸盐处理过的肉类食品，并从商
店购买了一些肉类食品。测试结果显示，这种薄膜获得的检
测结果与传统亚硝酸盐检测方法获得的结果相似。
　　研究人员表示，这种薄膜可以帮助消费者更方便、更廉
价地检测食品中亚硝酸盐的含量。研究报告已刊登在美国
《应用材料与界面》杂志上。

新型薄膜可轻松检测食品

亚硝酸盐含量

德国：为节约能源地标“不开灯”

  ┬新华社发
  这是8月6日拍摄的关闭了景观照明灯光的德国柏林地
标建筑胜利纪念柱。近日，德国柏林关闭了一些地标建筑的
景观照明灯光，以应对不断加剧的能源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