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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国会众
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
严正交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
区，外交部 8月 5日宣布采取以下

反制措施：
一、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

导通话。
二、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三、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
商机制会议。

四、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五、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

六、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
合作。

七、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八、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
洛西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

意窜台，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践踏一个

中国原则，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针对佩洛西恶劣挑衅行径，中方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对佩
洛西及其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
中方对佩洛西实施制裁

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

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开展实战化联合演训

据新华社电 8月5日，中国人
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继续在
台岛北部、西南、东部海空域进行
实战化联合演训，检验提高战区部
队联合作战能力。

东部战区海军 10余艘驱护舰
艇在台岛周边海域展开联合封控，
连续组织昼夜间模拟对陆打击、综
合攻防、联合反潜等实战化演练，
提升舰艇核心作战能力。多艘护
卫舰、导弹艇和多个机动岸导火力
单元对海上重要目标实施火力追
瞄，展开模拟突击。

东部战区空军多波次出动歼击
机、轰炸机、预警机、电子侦察机等多
型战机赴台岛周边实施侦察预警、
制空作战、支援掩护、空中打击等实
战化演训任务。东部战区陆军远程
火力、火箭军常规导弹任务部队继续
保持备战状态，遂行支援策应任务。

各任务部队始终保持高度戒
备，随时准备应对一切突发情况。

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继续在台岛周边海域展开
实战化训练。这是某舰官兵在瞭望观察。 新华社发

8 月 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
部战区空军赴台岛周边实施演训
任务。这是战机在执行抵近慑压
任务（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张晓光
任中共榆林市委书记

本报讯（记者 周明）8月 5日上
午，榆林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
会，宣布省委决定：张晓光同志任中
共榆林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春临
同志不再担任榆林市委书记、常委、
委员职务。

中国（陕西）自贸区
发展论坛将举办

本报讯（记者谢斌）作为第六届
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
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重点活动之
一，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发
展论坛将于 8月 15日在西安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届时将邀请商务部有
关领导、相关专家学者、国际知名智
库机构、境外驻陕机构、西北五省区
商务主管部门、国内其他 20个自贸
试验区及相关企业代表参加。

论坛主要包括嘉宾演讲、专题
发布、重点推介、圆桌访谈和考察调
研五部分。嘉宾演讲环节，拟邀请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有关专家围
绕发挥自贸试验区在构建“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中的引领示范作用进行
主旨演讲；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
作研究院领导、西安交通大学公共
政策与管理学院专家分别围绕“以
高水平开放推动自贸试验区高质量
发展”“推动‘三区’融合发展，打造
产业集聚高地”进行主题演讲；专题
发布环节，由西安交通大学“一带一
路”自贸研究院发布《中国（陕西）自
由贸易试验区五周年总体建设成
效》；重点推介环节，分别由西安市
人民政府和西咸新区管委会介绍陕
西自贸试验区在推动通道建设和加
强科技创新方面的经验做法；圆桌
访谈环节，拟邀请相关专家、智库及
其他自贸试验区代表从开放通道、
创新平台、市场主体和发展环境等
方面提出制度创新、项目支撑、政策
保障的思路和举措；考察调研环节，
组织与会代表参观考察陕西自贸试
验区、秦创原、中欧班列等建设发展
情况，并开展座谈交流。

丝路美食·知味陕西

陕菜美食文化节
将在西安举办

本报讯（记者谢斌）按照第六届
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
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总体安排，
8月 13日至 18日，将在西安举办陕
菜美食文化节，此次活动由陕西省
政府主办，陕西省商务厅、中国饭店
协会、陕西省市场监管局、陕西省会
展中心和各市区政府、杨凌示范区
管委会联合承办。

本届陕菜美食文化节历时6天，
以“丝路美食·知味陕西”为主题，共
由美食嘉年华、美食产业高峰论坛、
第二届中国烹饪工匠节 3个模块 8
项系列活动构成，横向以特色美食
展销、产业高峰论坛、高规格赛事等
活动全程贯穿引领，纵向以省内外
餐饮美食联动响应，全面打造“资
讯、交易、传播、体验”的餐饮促消费
平台，为来陕游客和丝博会客商代
表提供品尝和了解丝路美食，全方
位展示我省各地特色餐饮美食，多
维度展现陕菜文化、技艺传承和发
展成果。

此次陕菜美食节将举办开幕
式，共组织“四展一会二赛”等重点
活动。

据新华社电 公安部 8月5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刑侦
部门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中依法严惩侵害妇女、儿
童、老年人犯罪，有力维护他们的
合法权益。

公安部刑侦局二级巡视员王
永明介绍，“百日行动”中，全国刑

侦部门已侦破拐卖妇女儿童案件
12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21人，找
回失踪被拐妇女儿童 153名；侦破
性侵案件 2489起，抓获犯罪嫌疑
人 2532 人；侦破养老诈骗案件
5944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2008
人，打掉养老诈骗犯罪团伙 800
个，追赃挽损48亿元。

此外，全国刑侦部门还依法严
惩涉黑涉恶犯罪，组织开展黑恶犯
罪线索“回头看”，推动常态化扫黑
除恶斗争向纵深发展。王永明介
绍，“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全国刑
侦部门共打掉涉黑组织 14个、恶
势力集团 176个、恶势力团伙 159
个，集中抓获涉黑涉恶目标逃犯

34人。
据悉，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

日行动”开展以来，截至 7月底，全
国公安机关出动警力 1205 万人
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 2305万人
次，抓获现行违法犯罪嫌疑人 8.9
万人，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区域性临
查临检行动25.6万次。

“百日行动”已侦破拐卖妇女儿童案件124起

8月 5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我省防汛抗旱
工作情况。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
我省各级各部门立足防大汛、抗大
洪、抢大险、救大灾，积极主动、扎
实细致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今年我省气候状况总体偏差

据介绍，今年我省气候状况总
体偏差，暴雨频发，旱涝交替并
存。降水偏少，分布不均。今年以
来，我省降水总体偏少，全省平均
降水量 297.2毫米，较多年均值偏
少 6.1％；关中除宝鸡、铜川、渭南
外，其余各市均较多年均值偏少。
江河洪水多，泾河洪水量级大。汛
旱交替快，短时暴雨强度大。5月
至 7月中旬，我省持续高温天气，
加之降水分布不均，旱情最重时受

旱面积 637万亩，目前全省旱情已
经全部解除。7月 9日以来，我省
旱涝急转，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
降雨过程，短时暴雨造成定边、蒲
城县城严重内涝积水。

前期旱情导致西安、宝鸡、咸
阳、铜川、渭南、延安、榆林、汉中、
安康、商洛 10市 70多个县区先后
受旱，全省旱灾直接经济损失2.34
亿元。强降雨造成榆林、延安等 9
市59个县区574个乡镇53.73万人
次受灾，转移安置1.8万人次，直接
经济损失17.5亿元。

预计8月降水多寡不均
气温大部偏高

今年气温整体偏高，5月 1日
入汛以来全省平均气温 22.6℃，较
常年同期偏高 0.7℃，为 2007年以
来第 2高（仅次于 2017年）。暴雨

雨强大，汛期以来共出现 10次暴
雨天气过程。多雷暴、冰雹等强对
流天气。汛期以来全省出现闪电
61164次，较去年同期偏多。

对于8月气候趋势预测，受副高
外围气流与高原槽影响，预计全省
降水多寡不均，气温大部偏高。与
常年同期比较，榆林、延安、商洛、安
康南部与宝鸡西部降水将偏多1—3
成，宝鸡东部、安康北部降水偏多
0—1成，其余地区降水偏少 0—2
成。与常年同期比较，陕北东部平
均气温偏低0～0.5℃，其余地区偏高
0～1℃；关中、陕南局地高温日数偏
多，将有区域性、阶段性高温天气。

加强城市内涝防范
必要时果断关停危险区域

当前正值我省主汛期，记者
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下一步，省防

总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将进一
步压实责任，统筹协调，扎实做好
防汛工作。切实强化防汛责任落
实，加强降水监测预报预警，坚决
果断转移避险，加强城市内涝防
范，加强城市防洪排涝设施维护，
必要时果断采取停工、停课、停
业、停运、停止集体活动等措施，
果断关停人员密集地下空间和严
重积水路段等危险区域，确保城
市防洪安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
制度。严格落实 24小时防汛值班
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严肃防汛
工作纪律，及时掌握汛情、险情、
灾情相关信息，保证信息传递渠
道畅通，第一时间报送洪涝灾害
信息，一旦出现洪涝险情，第一时
间果断组织抢险救援，最大程度
减轻灾害损失。

本报记者张维

今年我省气候状况总体偏差
预计8月降水多寡不均气温大部偏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