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8 天下 2022年8月5日 星期五

责编沈煜 美编张韦奇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8月12日10时
在佛山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通过知卓平台
http://www.zzpt123.com举行浩拍1632期
网络拍卖会，公开拍卖：1.报废固定资产一批；
2.电脑台式机的主机及显示器等报废资产
一批（2022195）；3.电脑台式机的主机及显示
器等报废资产一批（2022196）；4.报废运动场
可回收材料；5.报废设备一批。

标的详情请登录拍卖人官网查找当期拍
卖会公告下载当期《拍卖资料》参阅。有意竞
买人须按照当期《拍卖资料》约定将保证金划
入指定账户并登录拍卖人网站办理竞买登记
手续（逾期恕不办理）。

展示期：2022年8月10日、11日。

公司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华远东路19号侨都大厦10楼
电话：0757-88352727，网址：www.hhpm.cn，微信平台：gdhhpm

广东浩宏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8月17日、
18日、19日、22日、23日上午9时和
下午2时举行南海区国有企业物业招租
竞价交易会，其中办公类物业72个、
仓库类物业3个、厂房类物业4个、铺位类
物业82个、宿舍类物业26个、其他类
物业40个。如需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敬请登录佛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海分
中心网站（http://www.nanhai.gov.cn/
fsnhq/bmdh/sydw/ggzyjyzx/jyxx/）查询。
佛山市南海公有资产流转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8月5日

佛山市南海公有资产流转服务
有限公司公告（物业招租）

王毅坚决驳斥
七国集团涉台声明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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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台办：

“台独”分子
逃脱不了法律严惩

据新华社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

晓光4日在答记者问时介绍，8月3
日，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长期从事

“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家安

全的犯罪嫌疑人杨智渊实施刑事拘

传审查。这是国家有关部门以涉嫌

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依法

追究岛内“台独”分子刑事责任的首

例案件。目前该案正在办理中，办

案部门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各项合

法权利。

有记者问：对“台独”分子杨智

渊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审查，民进

党当局表达所谓“抗议”，呼吁台湾

民众谨慎前往大陆，对此有何评

论？马晓光作上述回应。

他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维护国家主权、统一

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的法定义务，任何个人

和组织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者从事危

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那些涉“独”言论嚣张、谋

“独”行径恶劣的“台独”顽固分子，

都逃脱不了国家法律的严惩。

服务无处不在，服务贸易是

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

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上半

年，尽管外部环境严峻复杂，我

国服务贸易依然交出亮眼成绩

单。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

年 ，我 国 服 务 进 出 口 总 额

28910.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6% ；其 中 服 务 出 口

14059.5亿元，增长24.6%；

进 口 14851.4 亿 元 ，增 长

18.9%。

“上半年服务贸易增速较

快，且高于货物贸易9.4%的增

速，体现了我国开放型经济增长

的亮点。”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

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说。

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继

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

大优质服务进口……近年来，我

国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开

放步伐不断加快。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

赵萍分析称，我国坚持高水平对

外开放，不断对标高标准国际经

贸规则，使得服务贸易市场空间

进一步开拓，企业投资机会更

多、业务领域更广。与此同时，

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促

使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

合发展，带动服务贸易需求加

大。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

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5.7个百

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34.3%至791.9亿元。

“服务贸易出口份额增加，

表明我国服务产业的国际化程

度进一步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

争力不断上升。”赵萍说。

谈及服务贸易逆差，赵萍表

示，近年来旅行服务是我国服务

贸易最大逆差领域，短期看，受

疫情影响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大

幅减少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大

幅下降的重要原因，但从长期

看，随着我国服务贸易结构调

整、出口竞争力提升，逆差逐步

缩窄、趋向平衡将是大势所趋。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继续

平稳增长，是我国服务业发展一

大特点。数据显示，上半年，我

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12144.9亿元，增长 9.8%。

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

口增长16.3%。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

平稳增长，体现了我国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的态势。”李俊说，视听

服务、医疗、教育、网上零售等在

线服务与线上消费大幅增长，数

字支付手段大量运用，为知识密

集型服务贸易增长拓展了空间。

数字服务贸易是近年来我

国贸易发展一大亮点，也是国家

大力支持的方向。日前，商务部

等2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

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提出了大力发展数字文化

贸易、健全文化贸易合作机制、

提升便利化水平等28项具体任

务举措，为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注

入新动力。

李俊表示，随着我国服务贸

易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自由化

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技术、

知识、文化密集型服务贸易会进

一步增长，这也为服务贸易的高

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

近期，商务部等部门又公布

了一批新的专业类特色服务出

口基地名单。截至目前，我国特

色服务出口基地已覆盖文化、中

医药、数字服务、人力资源、地理

信息、知识产权和语言服务等7
个领域。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

究所副所长白明说，特色服务出

口基地建设是促进中国服务贸

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利

于培育服务出口竞争新优势，推

动专业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提

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

平。

还有不到一个月，2022年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即将

开幕。进一步敞开大门的中国，

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服务”。

展望未来，李俊认为，面对

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要继续做

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现有政策

促进服务贸易继续保持稳定增

长，继续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开放平台建设，发挥服贸会

等对外开放平台引领作用，为国

内外服务供应商搭建平台，共同

做大合作蛋糕。

赵萍表示，要坚定不移扩大

高水平开放，构建服务贸易领域

覆盖更广的制度体系；持续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

国内产业升级，推动制造业与服

务业深度融合；鼓励企业加大研

发创新，用好新一代信息技术，

围绕市场所需，为世界提供更好

的“中国服务”。

（新华社）

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交出亮眼成绩单
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8910.9亿元，同比增长21.6%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4日指出，美方有关涉台

言论是典型的颠倒是非、贼喊捉

贼。当前台海局势出现任何紧

张，都是美方一手造成的。美方

如果真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最

重要、最关键的是，立即言行一

致、不折不扣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当日下午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不具

名高官称，中方不应以美国会众

议长佩洛西访台为由继续寻求

改变涉台现状，如台海局势在此

访后出现任何升级或危机，责任

在中方。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美方有关言论

是典型的颠倒是非、贼喊捉贼，

反映出美方一贯的霸道、蛮横

无理。

第一，什么是台湾问题的现

状？事实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那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两岸

虽长期政治对立，但中国的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这

是台海问题的真正现状。

第二，谁在制造台海危

机？美方和“台独”势力勾连挑

衅，这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的

根本原因。近年来，民进党当

局放弃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 九 二 共 识 ”，企 图 倚 美 谋

“独”。而美方出于干扰遏制中

国发展进程的战略目的，不断

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

则，企图玩弄“台湾牌”，以台制

华，不断提升美台接触水平，持

续加大对台军售。佩洛西冒天

下之大不韪窜访台湾，严重违

反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中

国政府作出的承诺，严重违反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三，谁应该对台海紧张

事态负责？中方已经反复明确

表明佩洛西窜台的严重性、危

害性，并明确指出由此造成的

一切后果由美方负责承担，勿

谓言之不预。但美国政府和佩

洛西唱双簧，一意孤行。美方

恶意挑衅在先，中方正当防卫

在后。中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

必要正当行动，坚决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四，谁在改变台海现

状？美方以 25年前的错误先

例为由为佩洛西窜台狡辩，中

方早已严肃指出，以前的错误

不能成为美方错上加错的借

口。中方绝不允许美方继续以

“切香肠”方式步步蚕食、虚化、

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

美方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寻求逐

渐改变台海现状。

“我愿再次强调，当前台海

局势出现任何紧张，都是美方一

手造成的，其根源都是佩洛西出

于一己私利，一意孤行，执意窜

台，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如

果没有佩洛西窜台事件，就不会

走到今天的局面。”华春莹说，对

此，很多国家和很多媒体都有十

分清楚正确的认识，也都以不同

方式向美方提出了警告。

“美方如果真心维护台海

和平稳定，最重要、最关键的

是，立即言行一致、不折不扣恪

守一个中国原则，遵守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华春莹说。

外交部发言人：

美方有关涉台言论颠倒是非、贼喊捉贼

据新华社电 多位专家3日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国

台办这次公开点名严厉揭批蔡

英文，是向外界释放一个重要讯

号，引起两岸特别是岛内的高度

关注。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顽

固推行“台独”分裂路线，破坏两

岸共同政治基础，肆意攻击“一国

两制”，操弄“抗中反中”民粹，勾

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最近又

执意推动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

西窜台，挟洋自重挑衅大陆，站在

中华民族的对立面，严重破坏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严重危害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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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顽固推行“台独”分裂路线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

副院长李振广指出，蔡英文本人

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炮制“两

国论”的主要参与者，2016年

上台以来，打着“不挑衅”“维持

现状”等幌子，对“台独”言行进

行层层包装，但难以掩盖其谋

“独”挑衅本质。

李振广说，长期以来，蔡英

文及民进党当局宣扬所谓“中华

民国台湾”，图谋从法理上否认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以“切香肠”

方式制造“一边一国”；鼓吹所谓

两岸“互不隶属”“互相承认主

权”，妄图歪曲两岸关系性质，进

一步赤裸裸贩卖“两国论”；纵容

岛内“急独”势力挑衅行径，为

“修宪谋独”等“法理台独”铺路，

将两岸关系推向越来越危险的

边缘。

破坏两岸共同政治基础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

长严安林分析指出，蔡英文和民

进党当局违背历史事实，公开声

称“‘九二共识’是一个不存在的

东西”，妄称“九二共识”只是“国

共共识”。蔡英文上台后，民进

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

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

意涵，声称“两岸在政治主张上

从未达成过任何共识”，甚至狂

妄叫嚣“‘九二共识’已经翻过了

两岸历史的一页”。这些论调根

本站不住脚，其本质是从“台独”

分裂立场出发否认两岸同属一

个中国的事实。

“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破坏

两岸共同政治基础，导致两岸制

度化交往机制停摆，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遭到严重破坏，严重损害

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切身

利益。”严安林说。

肆意攻击“一国两制”
李振广指出，民进党当局大

肆攻击抹黑大陆政治体制和发

展道路，歪曲污蔑香港“一国两

制”实践，政治操弄香港“修例风

波”，长期支援、资助反中乱港分

子，对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进行妖魔化、污名化，企图蒙骗

岛内民众，谋取选举私利。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企

图，以各种方式插手香港事务，

支持、怂恿、庇护乱港分子、‘黑

暴’势力，污蔑攻击‘一国两制’，

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企图把香

港搞得越来越乱，由此达到谋

‘独’拒统的政治目的。其恶毒

的行径世人共睹，其阴险的图谋

昭然若揭。”李振广说。

操弄“抗中反中”民粹
“民进党当局不断操弄‘抗

中反中’民粹，极力煽动对大陆

的敌视情绪，挑唆两岸对立对

抗。”严安林说，民进党当局阻扰

两岸交流交往，在文化、教育等

领域大力推行“去中国化”，妄图

割断两岸历史文化联结；刻意歪

曲大陆对台善意，干扰大陆惠台

利民措施落实，利用所谓“国安

五法”“反渗透法”恐吓打压统派

人士，压制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理性声音。

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
“民进党当局不断勾连外

部势力谋‘独’挑衅，甘当外部

反华势力‘马前卒’，‘倚美谋

独’，极力迎合美国打‘台湾

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

长李鹏指出，民进党当局在政

治上不断提升台美互动层级，

制造“官方交往”假象，迎合美

西方论调，渲染所谓“中国威

胁”；在军事上深度参与美“印

太战略”，谋求美扩大对台军

售，加紧整军备战、“以武拒

统”，将台湾同胞绑上外部势力

反华“战车”；在经济上图谋与

大陆“脱钩断链”，为捆绑美西

方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不惜在

进口含瘦肉精的美国猪肉和可

能受到核污染的日本食品等问

题上牺牲台湾民众健康福祉；

在法律上加大在国际社会散布

“台湾地位未定”“台湾前途自

决”等谬论，攻击联合国大会第

2758号决议，挑战国际社会一

个中国格局。

李鹏说，佩洛西日前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是台美勾连的

升级，性质十分恶劣，后果十分

严重。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配

合佩洛西演出，企图通过抱美

国大腿来“倚美谋独”，不惜危

害台湾同胞安全与福祉，是极

其危险和极不道德的。

专家们指出，蔡英文及民

进党当局顽固推行“台独”错误

路线，甘心为美国反华势力充

当遏华棋子，肆无忌惮谋“独”

挑衅，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深

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

祸害。广大台湾同胞应看清时

和势，认清利和害，辨别真和

伪，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

决反对“台独”分裂。

（新华社）

专家：

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
顽固谋“独”危害巨大、影响恶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