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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时讯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发表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
事业》白皮书，进一步重申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
状，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追求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和
坚强决心，阐述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在新时代推进实现祖
国统一的立场和政策。

白皮书指出，台湾自古属
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法理
事实清楚。联大第2758号决
议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
文件，国际实践充分证实其法
律效力，不容曲解。一个中国
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是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应
有之义。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
史事实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

国的一部分的地位不容改变。
白皮书说，中国共产党始

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
任务，团结带领两岸同胞，推动
台海形势从紧张对峙走向缓和
改善、进而走上和平发展道路，
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
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推动
下，70多年来特别是两岸隔绝
状态打破以来，两岸关系获得
长足发展。两岸交流合作日益
广泛，互动往来日益密切，给两
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带来实
实在在的好处，充分说明两岸
和则两利、合则双赢。

白皮书指出，实现祖国完
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
文化所决定的，也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时和势所决定的。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接
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的目标。国家发展进
步特别是40多年来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
就，深刻影响着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进
程。

白皮书强调，民进党当局
的谋“独”行径导致两岸关系紧
张，危害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和
平统一前景、挤压和平统一空
间，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必
须清除的障碍。外部势力纵容
鼓动“台独”分裂势力滋事挑
衅，加剧两岸对抗和台海形势
紧张，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既违逆求和平、促发展、谋共赢
的时代潮流，也违背国际社会
期待和世界人民意愿。“挟洋谋
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注定
失败。祖国统一的历史车轮滚

滚向前，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
法阻挡。

白皮书说，“和平统一、一
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
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
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
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
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实现
两岸和平统一，必须面对大陆
和台湾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不
同这一基本问题。“一国两制”
正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
最具包容性的方案。这是一个
和平的方案、民主的方案、善意
的方案、共赢的方案。两岸制
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
是分裂的借口。

白皮书强调，我们愿意为
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
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
动留下任何空间。我们愿继续

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
和平统一。我们不承诺放弃使
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
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
同胞，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
情况下做出的最后选择。台湾
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
福祉系于民族复兴。我们将团
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创祖国统
一、民族复兴的光荣伟业。

白皮书指出，按照“一国两
制”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将给中
国发展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奠定新的基础，将给台湾经
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
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
的好处。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
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
之福。 新华

公安经侦部门部署推进夏季治安打击
整治“百日行动”

严厉打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

8月10日12时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遥十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林一号高
分03D09星、云遥一号04-08星等16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 新华

国务院台办、国务院新闻办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

“一国两制”是一个和平民主善意的方案 正式实施
欧盟削减天然气用量协议正式生效

欧盟各成员国上月达成的削减天然气用量协议9
日正式生效。根据欧盟方面说法，此举意在为可能出
现的俄罗斯天然气供应中断做准备。

根据7月26日达成的这一协议，欧盟成员国同意
在2022年8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期间，根据各
自选择的措施，将天然气需求在过去5年平均消费量
的基础上减少15%。

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要达到上述目标，欧盟成
员国须总共节省450亿立方米天然气，“用气大户”德
国应节气约100亿立方米。

长期以来，欧洲国家高度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和石
油供应。俄罗斯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
动以来，欧盟追随美国对俄施加多轮制裁，但制裁引起
的反噬令欧盟处境愈发窘迫。 新华

炮击不断
俄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愈加危险”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日表示，乌方不
断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实际上是把整个欧洲当作
人质”。俄方定期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该核电站的
最新情况，同时注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计划访
问扎波罗热核电站，俄方为此做了必要工作，目前访
问“不再有任何障碍”。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9日报道，乌克兰海港
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粮食走廊”开通
后的9天内，共有12艘船只离开乌克兰港口，运载
超过37万吨粮食去7个国家。另有1艘船驶入乌克兰
切尔诺莫斯克港装载粮食。

——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
会副主席尤里·米夏金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首批
50辆土耳其生产的BMC装甲运兵车已交付乌海军陆
战队，乌方期待下一批150辆BMC装甲运兵车尽快
交付。 新华

战略合作
伊朗“海亚姆”遥感卫星搭乘俄罗
斯火箭升空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海亚姆”遥感卫星9日搭
乘俄罗斯“联盟-2.1b”运载火箭从位于哈萨克斯坦的
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升空并成功进入目标轨道。

据报道，伊朗航天局已收到“海亚姆”遥感卫星发
回的首批遥测数据。该卫星的遥测数据将主要用于农
业生产、调查水资源、应对自然灾害和勘探矿产等方
面。

伊朗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伊萨·扎雷普尔说，“海
亚姆”卫星的发射意味着伊朗和俄罗斯在航天工业领
域进行战略合作。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当日表示，除伊朗“海亚姆”
卫星外，“联盟-2.1b”运载火箭当日在发射任务中还
将16颗小型航天器送上太空。 新华

有的不法分子宣称免费赠
送游戏装备，再通过“激活费、
认证费、验证费”骗取未成年人
钱财；有的以加入“明星粉丝
QQ群”为诱饵，声称完成任务
可领取礼品或明星签名，诱导
未成年人进行转账或刷单；有
的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电信
诈骗的“魔爪”伸向了未成年
人。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未成年
人爱玩游戏、喜欢购买装备的
心理，以游戏装备等免费领为
由，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

3月，重庆12岁的马某在
快手刷短视频时，看到免费领
取游戏装备的信息，便根据提
示加入某QQ群，在客服引导
下领取游戏装备。随后，客服
以其账号被冻结为由，要求马
某转账进行账号解封。马某先
后转账5笔共计4300元，事后
发现被骗。

5月，海南12岁的吴某使
用母亲手机登录某QQ群，看
到有人免费发放游戏皮肤，吴

某于是添加对方为QQ好友，
对方发给他一个二维码让其领
取。本以为领了皮肤没事了，
没想到对方告诉吴某其账号存
在非法领取行为，需联系后台
工作人员处理，否则要赔付10
万元，还要被判刑1年。吴某
非常害怕，添加了对方另一个
QQ账号，并按照对方语音提
示，扫描二维码支付了 6500
元，事后吴某母亲发现异常后
报警。

还有的不法分子利用未成
年人追星的心理实施诈骗。6
月，河南11岁的王某在某明星
粉丝QQ群看到推送信息称，
进入某QQ群可以免费抽奖和
领红包，王某便申请加入了该
QQ群。不久，群里的工作人
员告诉王某，其抽中一等奖，奖
金6000元，并获得某明星签
名，但要领奖需先完成任务。
根据工作人员指示，王某在该
QQ群里先后发红包8次，合
计被骗5000余元。

记者今天从国家网信办获
悉，今年以来，该办已处置涉未

成年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2
万余起。针对暑假期间未成年
人上网时间增多的情况，国家
网信办会同公安部，深入清理
网上涉诈有害信息，精准提示
潜在受骗群众，从严从重打击
不法分子。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信息内
容管理主体责任，在处置涉诈
有害信息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同时，一些网站平台还存在责
任认识不到位、制度机制不完
善等问题。QQ、快手等社交
类平台、短视频平台要落实信
息内容管理要求，持续排查处
置涉诈信息、群圈、账号；建立
完善账号监测预警机制，及时
发现和处置异常账号，落实账
号实名登记制度；建立完善涉
诈举报机制，及时处置和反馈
网民涉诈举报；对现有应用、业
务、技术进行安全评估，对不符
合要求的进行整改。对相关企
业未履行风险控制责任致使群
众受骗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工人日报

电信诈骗的“魔爪”伸向未成年人
以免费赠送游戏装备、完成任务可获明星签名等为诱饵骗取未成年人钱财

我国成功发射一箭我国成功发射一箭1616星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9日
发布通知称，将推动全国于
2022年建设不少于1000个
城市“口袋公园”,为群众提
供更多方便可达、管理规范
的公园绿化活动场地。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办公厅关于推动“口袋公
园”建设的通知》，“口袋公
园”在选址上，要优先选择
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
径覆盖不足的区域。在设
计和建设上，要注重保护原
有地形地貌和大树老树，优
先选用乡土植物；充分考虑
周边群众需求，增加活动场
地，落实适老化和适儿化等
要求。

“口袋公园”是面向公
众开放，规模较小，形状多
样，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公

园绿化活动场地，面积一般
在 400 平方米至 10000 平
方米之间，类型包括小游
园、小微绿地等。因其小巧
多样、环境友好、方便群众
使用等特点，受到群众的普
遍欢迎。

通知要求，各省级住房
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主
管部门要研究制定本地区
《2022年“口袋公园”建设实
施方案》，主要包括建设计
划（含数量、位置、占地面积
以及落实建设资金等情
况）、推动工作的具体举措
以及保障措施等，每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力争2022
年内建成不少于40个“口
袋公园”，新疆、西藏等地可
结合实际确定建设计划。

新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通知

年内建1000个“口袋公园”

记者10日从公安部获
悉，公安部经侦局近日部署
全国公安经侦部门纵深推进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始终将打击锋芒对准侵
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
突出经济犯罪，积极推动风
险防范化解，以实际行动确
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维护
人民群众、企业合法权益。

公安部要求，要强化破
案攻坚，坚持“什么犯罪突出
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精准
确定打击重点，严厉打击突
出经济犯罪活动。要强力推
进打击洗钱和地下钱庄犯罪
专项行动，突出战役攻坚，分
级分类推进，深入研判重大
线索，推动多警种联查联处，
彻底摧毁犯罪团伙和犯罪网
络，坚决斩断非法资金转移

通道。
公安部要求，要严厉打

击重点领域经济犯罪活动，
依法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
查处一批侵害老年人合法权
益的非法集资案件以及涉及
大学生就业创业的传销、合
同诈骗案件；依法查处侵害
人民群众和企业合法权益案
件，密切关注商贸活动中经
济犯罪新动向，严厉打击职
业犯罪团伙和新类型、新手
法案件；依法打击证券期货
领域犯罪，与相关部门密切
配合，做好案件侦办工作，坚
决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更加
有力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要
强力推进“猎狐”行动，深化
国际合作，缉捕潜逃经济犯
罪嫌疑人，积极服务反腐工
作大局。 新华

即将卸任
约翰逊夫妇卖房准备开始新生活

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和妻子卡丽，正在以
160万英镑的价格出售他们位于伦敦坎伯韦尔区的住
宅，准备找个新家，开启他们新的生活。

据英国《每日邮报》6日报道，这套位于伦敦南
部的维多利亚式四居室，是约翰逊2019年7月成为
英国首相时购买的，当时的价格是120万英镑。不
过，作为英国首相的约翰逊，这些年和妻子一直住在
唐宁街的首相官邸，这套坎伯韦尔的房子从来没住
过，而是被他用来出租。据英国国会的议员利益登记
册显示，约翰逊每年可以从这套房产中获得1万英镑
的租金收入。据房产经纪公司介绍，该房屋自年初便
开始翻新，近日约翰逊夫人频频现身，吩咐园丁们进
行清理。

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