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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8月13日电 （记者
聂晓阳 陈俊侠）多个国际组织近日通过
不同方式重申遵守联合国大会第2758

号决议，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移民组

织在给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

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照会中表

示，国际移民组织向中国常驻代表团承

诺遵守一个中国原则，遵守联大第2758

号决议。这一承诺是该组织与中国加强

合作的坚实基础。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南方中心执行主

任卡洛斯 ·科雷亚在给中国常驻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的照会中表示，作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一

个政府间组织，南方中心坚决遵循联大第

2758号决议阐述的一个中国原则。南方

中心认为所有国家政府都有权捍卫其主

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近日也

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

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

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

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多个国际组织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多位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务院台湾事

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发表的《台湾问题与新时

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回答了如何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中

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的时代命题。“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

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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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
统一的最佳方式

白皮书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实

现和平统一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

个伟大创举。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

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最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发

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选择。

“一国两制”是一个“和平的方案、民主的方案、善意的

方案、共赢的方案”，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鹏说，“一

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体现了争取和平统一

的最大诚意，最大限度维护两岸同胞的利益福祉。

白皮书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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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

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说，“一国两制”能在确保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允许台湾实行不同于

祖国大陆的社会制度，依法实行高度自治。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说，“一国两制”

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安排具有强大生命

力与优越性。完全有理由相信，按照“一国两制”实现两岸

和平统一，将使得台湾的发展空间更为广阔，台湾同胞的切

身利益得到充分保障。

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

白皮书指出，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两岸

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是影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

子，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两岸协商谈判可以有步骤、分

阶段进行，方式可灵活多样。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巫永平说，“一国两制”自提

出以来，民进党当局及岛内“台独”势力始终不遗余力对其

污名化、造谣抹黑。他们企图剥夺台湾同胞共同探索“两

制”台湾方案的机会。此次发表的白皮书有助于台湾同胞

更全面准确地认识“一国两制”内涵。

王英津说，白皮书重申“‘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

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

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相关表述清

晰具体，展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和善意。

李鹏说，白皮书提出“两岸协商谈判可以有步骤、分阶

段进行，方式可灵活多样”，这是直面两岸关系历史和现实

提出的务实之举。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不可能永远拖

下去。广泛交换意见，寻求最大社会共识，尽可能求同化

异，有助于共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大计，

丰富和平统一的实践。

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留下任何空间

白皮书强调，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

利益，必须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促进祖国和平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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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志怀说，白皮书展现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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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挟洋谋独”“以

台制华”发出警示，不仅显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

间，同时也清楚表明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

活动留下任何空间的严正立场。

朱松岭说，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倚美谋独”动作频频，

不断将台湾推向险境。在此形势下，白皮书有关反“独”促统的表述，有利于提振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矢志追求国家统一的精气神，增强岛内和海外反“独”促统力量的

信心和勇气，凝聚支持和促进祖国统一的磅礴伟力。

白皮书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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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台独’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内在要求。不给‘台独’留空间，才能为和

平统一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王英津说。

按照“一国两制”实现和平统一，台湾前景光明

白皮书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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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永平说，“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出于自身私利，蠢蠢欲动，对台海

局势造成冲击。两岸统一之后，各方投资者将会更有信心到台湾投资。同时，大陆

的广阔市场将成为台湾发展的腹地，台湾势必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朱松岭说，民进党当局仰美国之鼻息，不惜花费巨资对美军购，白白浪费岛内

纳税人的血汗钱。国家统一后，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多为台湾民众

做实事、办好事、解难事。

统一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将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尊

心、自信心、自豪感将进一步提升。受访专家指出，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

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以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而骄傲和自豪。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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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入夏以来，我国高温日数多、

覆盖范围广、多地最高气温破历史极

值，中央气象台13日继续发布高温红

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当天启动高温三

级应急响应。持续高温天气极端性如

何？原因和影响有哪些？是否会成为

常态？

焦点一：近期高温天气
情况如何？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介

绍，7月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等

地出现范围较大、强度较强的高温天

气。8月12日，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

首个高温红色预警；截至13日，中央

气象台已连续24天发布高温预警。

数据显示，7月以来，浙江全省

35℃以上高温日数平均有31天，38℃

以上平均16天，均为历史同期最多；

重庆全市平均高温日数达29.3天，为

1951年以来同期第2多；上海今年

35℃以上高温日数共40天，40℃以上

高温日数为6天。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

表示，目前区域性高温过程还没有超

过2013年，但未来两周南方高温天气

仍将持续。根据预测，此次区域性高

温过程持续时间将超过2013年的62

天，成为1961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

一次高温过程，今年高温天气综合强

度可能将为1961年有完整记录以来

最强。

焦点二：预计高温红色
预警将持续多久？

据陈涛介绍，中央气象台发布高

温红色预警的标准为：过去48小时，4

个及以上省份的部分地区连续出现最

高气温达40℃及以上，且预计上述地

区未来仍将持续。

“从12日的预报过程来讲，首先

根据监测，四川、重庆、浙江、江苏以

及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

持续性的40℃以上高温天气。同时

通过对大气环流的分析，预计未来四

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仍

然会有范围较大、强度较强的高温天

气。”陈涛说，初步预计未来4到5天

高温天气仍将满足红色预警的发布

标准，中央气象台将持续跟踪天气实

况和预报发展，及时进行滚动更新预

报预警。

焦点三：持续高温天气成
因有哪些？会否成为常态？

陈丽娟说，夏季出现高温热浪事件，

从气候态角度来讲是正常的。但今年夏

季高温热浪事件持续的时间、强度和影

响范围，都已经达到非常强的水平。根

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和后期预测，今年

6月以来我国出现的罕见高温天气，有

可能达到196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

最强的一次高温事件。

陈丽娟分析，从影响气温最直观的

因素——大气环流特征来看，今年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且西伸，同时

其南、北边界均外扩，范围非常大。“类似

今年这样的高温酷暑，在以后的夏季出

现频率可能较高。”陈丽娟说，气候变化

背景下，高温热浪事件将成为一个常

态。此外，今年高温天气开始早、结束

晚、持续时间长，这种特征在未来可能也

会越来越显著。

焦点四：高温影响下旱情
如何？

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长江流

域部分地区旱情快速发展。水利部11日

发布旱情通报称，安徽、江西、湖北、湖

南、重庆、四川6省市耕地受旱面积967

万亩，有83万人因旱供水受到影响。水

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

四川6省市启动干旱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水利部向相关省市水利部门发出通

知，要求提早采取抗旱措施，减轻干旱影

响和损失。同时，组织编制长江流域应

急水量调度方案，针对重点旱区逐流域

提出调度措施，并提前谋划三峡、丹江口

等51座主要水库调度，为抗旱储备水源。

陈丽娟表示，秋季长江流域降水偏

少的可能性仍然较大，尤其是中下游地

区可能出现夏秋连旱。气象部门将继续

加强监测预测，及时滚动订正预测意见。

旱情之外，部分地区也出现不同程

度汛情。近期东北地区正处于防汛关键

期，松辽流域部分河段持续超警；受降雨

及高温融雪影响，塔里木河干流及其支

流叶尔羌河等21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流

量以上洪水……

目前仍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

期，各地应提前做好洪水干旱各项应

对工作。

新华社记者 黄垚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中国气象局昨启动高温三级应急响应

专家分析近期高温天气四大焦点

据新华社三亚8月13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孙春兰13日到海南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转达习近平总

书记对海南广大干部群众的关心问候，看望慰问奋战抗疫一线

的援琼医务人员，实地考察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三亚市防控指挥

部、天涯区金鸡岭社区、三亚市第一方舱医院，了解滞留旅客离

岛、指挥体系运行、社区管控、医疗救治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

会，听取省市和工作组汇报。她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疫情防控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的要求，加强全省资源统筹调配，突

出重点、集中力量、压实责任，采取更加坚决果断的措施，以快制

快，刻不容缓把各项措施抓细抓具体，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保

障群众的健康安全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孙春兰指出，要进一步优化指挥体系，扁平化运行，加强核酸

检测、方舱床位、隔离房间分配等的全省统一调配，对疫情较重、

资源紧张的地方加大支持力度。因疫情滞琼游客约15万人，有

关方面正在积极推进离岛返程。要做好滞留旅客的服务保障工

作，加快进度，相关省市不得拒收或限额接收，海南省要做好风险

评估，严格落实离岛防控措施，“点对点”转运，严防疫情外溢。

刻不容缓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以快制快尽早扑灭疫情 新华社华盛顿8月12日电 （记者孙丁）
经美国一家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批准，联邦调

查人员近期突击搜查前总统特朗普住所海湖

庄园时所执行的搜查令12日公开。这一搜

查令列举了特朗普可能存在的3项刑事犯罪

行为。

搜查令所列举可能的刑事犯罪行为包

括处理联邦政府文件不当、妨碍司法和传输

国防情报。相关罪名如果成立可导致罚款

或监禁。

搜查令显示，调查人员被授权查获任何

印有机密标记的文件，涉及提取、储存或传输

国防情报资料或机密文件的信息，特朗普任

期内任何官方记录，以及故意篡改、销毁或藏

匿官方记录或机密文件的证据。

另据公开的查获物品清单，调查人员从

海湖庄园带走33项物品，包括一些被标注为

“最高机密”的文件。

特朗普12日发表声明称这些文件已被

解密过，抨击美国司法部“玩弄政治”。这名共

和党籍前总统此前还曾指责民主党人把美国司

法体制“武器化”，继续对他“政治攻击”，目的是

阻拦其再次竞选总统。美司法部长梅里克 ·加

兰11日在记者会上说，他亲自批准向法院申请

搜查令以及执行对海湖庄园的搜查。

本月8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突击搜查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住所海湖庄园，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前总统因为刑事调查而

导致住所被突击搜查。

美国法律规定，美总统任内所有文件须留

存，并在卸任时交由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管

理。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今年1月底和

2月初说，他们从海湖庄园运回15个装文件的

箱子，特朗普任内一些纸质文件“被撕毁”。特

朗普的代表当时说，他们将继续在海湖庄园寻

找应交给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文件。

美国媒体4月报道，司法部已对特朗普是

否有处理机密文件不当行为，展开刑事调查。

美搜查令列举特朗普可能存在的刑事犯罪行为

本报讯 （记者许琦敏）白天酷暑炎
炎，但当夜幕降临，深邃的星空中却有精

彩无限。8月12日刚送走了年度第三大

满月，昨天又迎来了英仙座流星雨极大，

而明天凌晨有着“指环王”美誉的土星即

将冲日。届时，如天气晴好，有兴趣的市

民可于今晚至明天凌晨一睹这颗美丽星

球的风采。

在太阳系中，土星是仅次于木星的

第二大行星。这颗气态巨行星不仅拥有

超过80颗的卫星，而且还缠绕着一个由

冰微粒、岩石残骸和尘土等组成的行星

环。从地球上看，这个美丽的行星环好

像一顶大草帽，随着土星的转动，每年显

露出宽窄不同的光环。

当地球运行到土星与太阳之间，三

者大体在一条直线上时，就称为土星冲

日。在冲日前后，土星离地球最近，视直

径最大，亮度也最高——如果用望远镜

观测，就会发现此时的土星如满月一般

熠熠生辉。

上海天文馆网络科普部部长、上海市

天文学会副秘书长施韡介绍，土星的公转

周期是29.5年，与地球会合周期是378

天，因此土星冲日的日期每年比前一年推

迟13天左右。今年土星冲日发生在8月

15日1时10分。8月14日，太阳落下后土

星就会自东偏南方升起，午夜前后过中

天，日出时在西偏南方落下，整夜可见。

施韡特别提醒，由于今晚月亮离土

星不太远，可能会对观测造成一定影

响。而其实，冲日前后两三周，都是观测

地球外侧行星的最佳时机。市民不妨再

等三五日，避开月光的锋芒再来观赏。

“每15年左右，土星光环会以最大

角度朝向地球，它美丽的‘草帽沿’会非

常清晰；反之，土星光环则会细成一线，

很难被看到。”施韡说，到2025年3月，土

星光环就会“消失”，因此今年冲日还能

看到一道窄窄的土星光环。

不过，这几天更浪漫的天象当属几

乎从不缺席的英仙座流星雨。有“圣洛

朗的眼泪”之称的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

球三大流星雨之一，且以明亮的火流星

著称。昨天凌晨，已有不少天文迷在守

候流星雨时，看到了绿色明亮的火流星

划过天际。

根据天文预报，今年的英仙座流星

雨极大值为每小时天顶流量100颗左

右。施韡介绍，这几天日落后不久，英仙

座就会从东北方地平线上升起，直到天

亮前，辐射点接近天顶，是流星雨极大时

间。可惜的是，这几日整晚皓月当空，明

亮的月光将会淹没那些稍暗的流星，市

民同样可以过几日避开月光干扰，再欣

赏“圣洛朗的眼泪”。

本月天象“赏味期”较长，市民可等数日以避月光干扰

土星冲日、英仙座流星雨接踵而来

眼下，湖南省常宁市的中稻进

入收割期。当地农民抢抓晴好天

气忙收获，确保颗粒归仓。图为8

月13日，在常宁市板桥镇西洞村，

村民驾驶收割机在收割中稻（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发

农民抢收中稻
确保颗粒归仓

（上接第一版）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汇

集了众多知名连锁咖啡品牌、精品咖啡

店，一大文创、上图文创等企业也带来了

特色咖啡。

深入了解，每一家咖啡店都有故

事。绯燃咖啡是去年才刚刚创业的，主

理人是位咖啡狂热爱好者，梦想是“为世

界咖啡文化注入来自中国的探索与感

知”；同样创立于去年的新禧威福咖啡，

由几位音乐制作人与咖啡爱好者共同打

造，主理人说，门店希望借由一杯咖啡，

“致敬所有原创音乐、多元文化的生活方

式，以及富有创造力的每一个人”。

咖啡集市上，一位无声咖啡师十分

引人注意，他安静地做着咖啡，与客人的

交流都靠一台“翻译机”：消费者在“醒象

咖啡”摊位的点单信息，通过蓝风铃物联

网设备翻译成文字，再传递给无声咖啡

师小力。

店主陈冰婷介绍，咖啡店坐落在长

寿路上，店内有两位无声咖啡师“妹妹”

和小力，由于当下客人戴着口罩，无声咖

啡师难以看清唇语，小店加入了支付宝

蓝风铃无障碍计划，通过语音翻译的双

屏设备，顾客的语音能实时转为文字展

示，小力也会提前输入一些句子，以更快

回应需求。

无论是熊爪咖啡的盲人咖啡师，还

是醒象咖啡的无声咖啡师，或是云南咖

啡的一颗“帮扶豆”……咖啡的暖意与温

情，已深深融入上海的咖啡文化中。在

“咖啡之夜”上，“2022年度咖啡行业领

军人物”评选结果出炉，其中就包含了不

少温暖色。王湉于2020年创立熊爪咖

啡，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拓宽残障人士就

业路径，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目前，

熊爪咖啡在上海已有9家门店，被认为

是中国公益咖啡先行者。陈单奇所创立

的YSCC云南精品咖啡社群，从云南引

进精品咖啡品种，过去一年中，帮助咖农

达成交易超2000吨咖啡豆，帮助咖农增

收10%-15%。

未来，上海将依托咖啡产业头部企

业、领军人物，进一步探索咖啡领域的创

新实践、文化表达，传递城市温度与风

尚，推动咖啡文化成为助力建设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的积极元素。

“沪有引力”带动全国咖啡文化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