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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5日就美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
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8月4日，美国国防部
国防合作安全局发布消息称，美国务
院已批准向台出售总价7.5亿美元的
40套中型自行榴弹炮系统及相关设
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向台湾出售武
器，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
全利益，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更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
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
正交涉。

发言人说，中方敦促美方重信
守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
器和美台军事联系，立即撤销有关
对台军售计划，以免进一步损害中
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将根

据形势发展坚决采取正当、必要反
制措施。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美国防
部安全合作局8月 4日宣布批准向
台湾出售价值约 7.5 亿美元的武器
计划。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5
日应询指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
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我们敦促

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
报规定，停止一切对台售武，不要向

“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不
要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不要损害两
岸同胞福祉。民进党当局企图“倚
美谋独”、“以武拒统”，只会把台湾
民众推向灾难。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务院批准对台军售答记者问

将根据形势发展坚决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国台办：敦促美方停止一切对台售武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近日，美
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维吾尔强迫劳动
预防法案”。对此，公安部新闻发言人
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当地时间7月14日，美国国
会参议院通过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
防法案”，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

“大规模拘捕”“高科技监控”等侵犯人
权行为，意图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
实施制裁，对此如何评论？

答：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大
肆抹黑污蔑中国治疆举措，将新疆反
恐反分裂工作与民族、宗教、人权相挂
钩。美国此次通过所谓的“维吾尔强

迫劳动预防法案”，是其“以疆制华”
“以恐遏华”的升级动作。所谓“大规
模拘捕”“酷刑”“高科技监控”等问题，
纯属凭空捏造，纯粹是为了抹黑攻击
中国、打压制裁中国有关人员和实体、
干涉中国内政、破坏新疆稳定发展。
对此，我们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当前，中国新疆经济繁荣发展，民
族团结和谐，社会稳定安宁，宗教信仰
自由，各族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中国
公安机关始终依法打击包括暴力恐怖
和分裂势力在内的各种违法犯罪活
动，最大限度保障新疆各族人民群众
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

美国将正常的防范打击犯罪活动
措施污蔑为“侵犯人权”，其真实意图
是为“东突”暴恐分裂势力“张目”，企
图在新疆煽动分裂和动乱。在此，我
们重申，将坚定不移地依法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活动，坚决维护新疆的安全
和发展利益。

美参议院通过“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

公安部：纯属凭空捏造 抹黑攻击中国

广告·热线：66810888

受委托，定于2021年8月13日10时至2021年8月14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电脑端：https://auction.jd.
com/paimaiShops.html?verdorId=11742603）组织拍卖：1、途威
牌(WVG)汽车1辆，起拍价：78387.2元；2、捷豹牌(SAJ)汽车1辆，起
拍价：128563.2 元；3、金牛座 CAF7202A51 汽车 1 辆，起拍价：
91285.12元；4、吉利美日 MR7181汽车1辆，起拍价：11333.6元；5、
二手手机33 部；6、二手实木家具一批（共20件），材质：欧洲水青冈
木。竞买保证金按拍卖平台公示的相应数额缴纳。有意竞买者请
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
《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咨询电话：0898-31982239
18876032559、13876364266；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
2003室；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
入→下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
拉到底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同意，拟按程序对海口江东湾数字创意谷
项目进行方案批前公示。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
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0天（2021年8月6日至2021年8月15
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东营西路6号、海南日报、海口日
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

（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
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
逾期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686639,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8月6日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海口江东新区国际文化交往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海口江东湾数字创意谷项目方案批前公示启事

金鹿集团公告
现将召开公司2020年度股东会暨持股会会员大会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2021年8月18日上午9点；二、会议地点：金
鹿大厦八楼会议室；三、审议议题：《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20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2020年度激励方案》《关于投资万宁市阳

光金鹿产业园和云南华宁阳光金鹿产业园项目的议案》；四、参会
人员：公司股东、工会名下持股员工；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联系人：符建峰 电话：65315505

特此公告

海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6日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省行机关及海口城区行员工体检入围供应商

项目
三、采购标的：本项目分为两个包件，包件一为综合体检，包

件二为妇科体检，服务期限均为三年。符合资质要求的供应商可
结合自身情况报名一个或两个包件。

四、供应商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截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未被“信用中国”网站（http://

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
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供应商或其所投服务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
入名录》。

4.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人未被列入
《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人员名单》。

5.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采购人高管
人员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血亲、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6.供应商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
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

7.2019年1月1日至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日，供应商应至少服
务过2家及以上职工体检合作单位。

五、报名资料：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及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营业执照副本、两个合作案例服务合同复印件（以上证书查
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六、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1.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

室
3.联系人：陈女士
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七、声明
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作假
行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

2.中国农业银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受
报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

3.本公告刊登之日起，采购人2020年10月29日通过本报刊
登的《中国农业银行省行机关及海口城区行员工体检入围供应商
项目公开报名公告》中所采购项目失效。

中国农业银行省行机关及海口城区行员工体检入围供应商项目公开报名公告

■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这段时间，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正
在加速反弹，最近每日新增确诊病例
数、住院病例数、死亡病例数等疫情核
心指标都在反弹。但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政客仍执迷于甩锅推责，急不可
耐抛出所谓“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更新
版，企图通过抹黑他国，转嫁自身抗疫
不力的责任。这是对科学的无视，是
对生命健康的漠视，也是对全球团结
抗疫努力的破坏。

事实一再证明，抹黑他国洗白不
了自己，甩锅推责只能愈加贻误拯救
生命的战机。

为了甩锅推责，这些美国政客费
尽心机掩盖本国疫情、企图粉饰太
平。美国媒体《棕榈滩邮报》和《迈阿
密先锋报》披露，佛罗里达州卫生部网
站曾显示当地2020年1月和2月出现

新冠肺炎症状或检测结果呈阳性的
171名患者数据，但该数据于2020年5
月 4 日晚被删除。后来，该州卫生部
发现删除数据导致病例号中断，又不
得不恢复相关数据。类似做贼心虚、
偷偷摸摸的案例，只是美国瞒报疫情
的冰山一角。根据华盛顿大学的几项
研究，美国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病例
可能分别超过6500万和90万，远远高
于官方统计。

为了甩锅推责，这些美国政客不
断上演“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闹
剧。他们诬称，中国试图阻挠世卫组
织正常开展工作。事实上，悍然退出

世卫组织，动辄以停缴会费威胁世卫
组织的，正是美国。公然把疫情污名
化、病毒标签化，干扰世卫组织协调全
球抗疫行动的，也是美国。对世卫组
织“合则用、不合则弃”，对多边主义

“合则用、不合则弃”的，还是美国。至
于美国政客反复炒作的“病毒溯源”，
只是用来抹黑中国的借口。事实上，
不接受真正科学溯源的正是美国，不
参加国际溯源合作的也正是美国。

在病毒溯源问题上，中国始终秉
持科学、专业、严肃、开放、透明和负责
任的态度，率先同世卫组织开展全球
溯源合作，已经两次邀请世卫组织专

家来华。专家组走访了所有想去的地
方，也见到了每一位他们想见的人。
反观美国，针对其国内早期新冠病例
可能早于已知时间的报道和报告，美
国政客却始终讳莫如深。今年6月美
国《名利场》杂志披露，美国政府内部
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
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
但无论怎么遮掩，美国都无法回避这
些问题：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临时
关闭同“电子烟肺炎”等不明原因呼吸
系统疾病到底有何关联？美方为何至
今还不邀请世卫组织赴美彻查德特里
克堡？在溯源问题上，既然可以来中

国，为什么不能去美国？
拿着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

己，这是什么逻辑？美国政客的所
作所为充分说明，他们根本不在乎
事实和真相，也没有兴趣进行严肃
的科学溯源，只是想借疫情搞污名
化和政治操弄。不过，任何甩锅推
责，都无法改变美国抗疫不力、拖累
全球疫情防控的负面事实。美国政
府必须明白，对于历史上前科累累
的德特里克堡，对于曾因实验室违
规、污染物泄漏等臭名昭著的德特
里克堡，国际社会有充分理由提出
疑问，要求美国作出澄清和交代，并
呼吁世卫组织前往彻查。这样的要
求不仅是为了新冠病毒溯源，也是
为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
人民的生命安全。美国不给出合理
解释，质疑就不会结束。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甩锅推责只能自欺欺人
——全球抗疫必须肃清“政治病毒”②

新华社福州8月5日电（记者张华迎、吴剑
锋）福建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卢碧”5
日16点50分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沿海再
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18米/
秒）。这是“卢碧”在当天的第二次登陆。

气象部门预计，“卢碧”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
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截至
4日18时，福建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5万人。

此前台风已于5日中午在广东省汕头市南澳
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截至
4日16时，广东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3.3万人。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卢碧”所带来的
风雨影响仍将持续，预计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中
东部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
东大部、广西东南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台风“卢碧”二次登陆
福建紧急转移2.5万人

8月5日，在厦门市海沧区东瑶村，救援人员
转移疏散群众。 新华社发

北京升级限购政策
堵住“假离婚”漏洞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记者郭宇靖）北京市
住建委8月5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商品住房限
购政策的公告》，明确规定夫妻离异的，原家庭在
离异前拥有住房套数不符合本市商品住房限购政
策规定的，自离异之日起3年内，任何一方均不得
在本市购买商品住房。政策自8月5日起执行。

据了解，在公告发布前提交离婚申请，尚未
正式办理离婚登记的，离婚后仍然按照原先的政
策执行。

北京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
年，受需求释放、“学区房”、违规资金流入等因素
叠加影响，北京市二手房成交过热，价格上涨。
为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北京保持从严调控，着力“打补丁”“堵漏洞”，进
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促进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