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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犯下包括
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任意拘押、滥用酷
刑、虐囚和滥施单边制裁等一系列严重
违背国际法的罪行，构成对人权的系统
性侵犯，危害持久而深远。美国的罪行
不仅导致中东等地战火连连，战乱频仍，
深陷冲突泥潭和安全困境，而且导致当
地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和宗
教信仰自由以及生存权、发展权等遭受
严重损害。

一、发动战争，屠杀平民，损害
生命权和生存权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阿特伍德在
2010年出版的《战争与帝国：美国的生
活方式》一书中指出：“战争是美国人的
生活方式。”美国自建国以来，没有参加
过战争的时间不足20年，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战争帝国”。冷战结束后，中东及
其周边地区所有重大冲突和战争中几乎
总有美国的身影，沦为美国对外战争的
重灾区。据美国《史密森学会杂志》统
计，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
动的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足足覆盖了

“这个星球上约40%的国家”。美国不
仅纠集盟友发动海湾战争（1990－1991
年）、阿富汗战争（2001－2021年）、伊拉
克战争（2003－2011年）等，还深度参与
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制造了世所
罕见的人道主义灾难。穷兵黩武的美国
对地区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造成直
接、严重和持久的伤害。

第一，违反国际法肆意发动战争。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在中东
及其周边发动的两场最大规模的战争，
对两国民众的生命安全和生存状态造成
深重灾难。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
目研究指出，有超过17.4万人直接死于
阿富汗战争，其中4.7万多是平民。联合
国难民署称，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
造成260万阿富汗人逃往国外，350万
人流离失所。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
国，违反禁止使用武力的国际法基本原
则，以凭空捏造的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
构成对伊拉克的侵略。根据全球统计数
据库的资料，2003 年至 2021 年，约有
20.9万伊拉克平民死于战争和暴力冲突
之中，约有920万伊拉克民众沦为难民或
被迫离开故土。美国在中东等地发动战
争严重损害地区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
权。

第二，践踏国际法滥杀无辜平民。
美国为达到自己的军事目的，视他国平
民生命为无物。一是美国多次无差别攻
击中东等地平民。2005年8月12日，美
军一辆装甲巡逻车在伊拉克拉马迪郊区
城镇向清真寺出来的人们射击，造成包
括8名儿童在内的15名伊拉克人丧生，
另有17人受伤。同年11月21日，驻伊
美军在巴格达北部朝一辆民用车开枪，
造成一家5口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
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指责美军在叙利亚地
区“发动不加区别的袭击，导致平民伤
亡，并且不顾后果，构成了战争罪”。联
合国2019年9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以美
国为首的联军在叙利亚等地实施的许多
空袭“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来区分
军事目标和平民”。二是美国广泛采取
空袭行动进行所谓的“反恐”，经常“误
杀”平民，伤及无辜，任意剥夺生命权。
《纽约时报》报道称，基于对五角大楼机
密文件的调查，美国在叙利亚频繁发动
的空袭，因“严重情报缺陷”和“错误瞄
准”，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而五角大楼通
常对此选择掩盖或有罪不罚。2017年，
美军对叙利亚城市拉卡发动所谓“最精
准的空袭”。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发布报
告指出，美军这一军事行动共造成38起
平民伤亡事件，导致178名平民丧生，数
十人受伤。一些人权组织估计，平民伤
亡数量可能多达1600名。2019年 3月
18日，美军出动无人机在位于叙利亚－
伊拉克边境的巴古兹镇寻找“极端组织”
目标时，炸死至少 64名平民妇女和儿
童。2022年2月，美军在叙利亚伊德利
卜省发动突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
中包括6名儿童和3名妇女。2021年8
月29日，美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实施
的无人机袭击，造成当地 10名平民死
亡，其中包括7名儿童。三是美国军事
承包商无端杀害平民。美国惯于利用军
事承包商在中东地区实行霸权压制，他
们在当地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逃脱
问责。2007年，美国黑水公司雇员在巴
格达尼苏尔广场实施屠杀，造成包括2
名儿童在内的14名平民死亡，至少17
人受伤。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竟然赦免了在伊拉克犯下战争罪的黑
水公司雇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雇佣
军问题工作组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
这一行为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造
成冲击，是对正义和受害者及其家人的
侮辱，呼吁《日内瓦公约》所有缔约国共
同谴责这一行径。美军在海外肆意频
频屠杀平民的行为毫无疑问构成了危
害人类罪。

第三，间接参与战争导致大量平民
伤亡。美国在中东等地广泛扶植代理
人，大量出售武器，造成大规模人道主义
灾难。美国通过扶植多个代理人深度参
与叙利亚战争和利比亚国内冲突，造成
当地战乱和冲突延宕至今，局势日趋复
杂，政治和解与社会稳定遥遥无期。利
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前主席贾利勒称，
持续的内乱导致众多利比亚人死亡，“而
美国对军事行动和战争造成的这一后果
并不关心”。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美
国的军事介入已造成叙利亚至少35万
人失去生命，1200 多万人流离失所，
1400万平民急需人道主义援助。叙利
亚难民问题被联合国称为“我们这个时
代最大的难民危机”。

面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潭，肆
意发动战争的美国政府却为了一己私
利，一再选择不负责任的撤离，罔顾最基
本的人道主义，导致有关国家长期的冲
突与混乱局势更趋恶化。美国以武力手
段摧毁了伊拉克原有的国家机器，导致
伊拉克政府控制能力下降，为恐怖主义
扩张提供了空间和条件。2011年，美国
不负责任地从伊拉克撤军，致使“伊斯兰
国”等极端组织趁势坐大，暴恐袭击频
发，成为危及伊拉克和地区安全的最大
挑战。2021年8月，美国同样不负责任
地从阿富汗撤军，并在撤离的过程中再
次无视阿富汗人民生命安全，造成多起
触目惊心的人员伤亡事件。

二、强制改造，单边制裁，侵害
发展权和健康权

美国在中东等地肆意打压不顺从自
己的国家和组织，强制推行美式价值观，
确保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安
全秩序，其实质是维护美国的“军事－经
济－观念三位一体”霸权，其后果是改变
地区国家的自主发展道路，严重损害中
东等地有关国家的主权和当地人民的发
展权、健康权。

第一，颠覆政权、干涉内政，侵害他
国主权和人权。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美
国为了全面主宰中东等地，对该地区不
服从美国旨意和利益的主权国家，以发
动战争等方式直接推动政权更迭，进而
强制移植“美式民主”，改造有关国家的
制度和发展道路。最典型的就是美国
2001年和2003年通过对阿富汗和伊拉
克的武装入侵，推翻自己不喜欢的政
权。另一方面，美国长期支持非政府组
织和代理人向中东社会渗透，屡屡用“颜
色革命”的手段改变中东国家的发展道
路。作为美国政府干涉别国内政、煽动
分裂对抗的“马前卒”和“白手套”，美国
国家民主基金会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
对中东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渗透和颠覆活
动，留下斑斑劣迹。该组织依赖白宫和
美国国会的持续资金支持，遵照美国政
府命令，通过向亲美个人和团体提供资
助，在埃及、也门、约旦、阿尔及利亚、叙
利亚、利比亚等国煽动颜色革命，是“阿
拉伯之春”的重要幕后黑手。

美国试图通过改造地区国家，建立
脆弱的、依附性政权，为其全球霸权服
务。美国的强制“制度输出”，不仅带有
深厚的霸权主义色彩，而且破坏了地区
国家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努力，造成了
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美国对阿富汗、伊
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进行的“强制
改造”，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
稳定被打破，社会团结和国家凝聚力被
摧毁。这种以武力推翻他国政权、干涉
他国内政、强制输出所谓“民主”的行为，
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不干涉内政等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且严重侵犯了相
关国家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和
基本人权。

第二，滥施单边制裁，造成有关国家
蒙受严重经济损失、民众生活质量下
降。美国堪称全球唯一的“制裁超级大
国”。根据美国财政部《2021年制裁评
估报告》，截至2021财年，美国已生效的
制裁措施累计达到9400多项。自1979
年以来，美国就长期对伊朗等国实施各
类单边制裁。1996年又抛出所谓“达马
托法案”，禁止外国公司对伊朗、利比亚

能源产业进行投资，实行危害极大、影响
深远的“长臂管辖”。此后，美国对伊朗
的制裁层层加码、步步升级。美国特朗
普政府时期更是对伊朗实施制裁和“极
限施压”，企图以压促变，颠覆伊朗政
权。伊朗鲁哈尼总统执政期间表示，美
国特朗普政府的制裁至少对伊朗造成
2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美国对伊朗
的制裁是非人道的，是犯罪和恐怖主义
行为”。1980年至1992年，美国就对利
比亚实施单边制裁；1992年至2003年，
美国又胁迫、拉拢盟友扩大对利比亚的
单边制裁。世界银行指出，利比亚因制
裁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180亿美元，而
利比亚官方认为，制裁使其损失了330
亿美元。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对伊
拉克实施野蛮的单边制裁，造成严重后
果。1990年8月至2003年5月，制裁造
成伊拉克石油收入损失 1500亿美元。
时至今日，伊拉克的人均年收入都没有
达到 1990 年的水平（7050 美元）。此
外，制裁还造成伊拉克严重的人道主义
灾难，伊拉克的婴儿死亡率翻倍，五岁以
下儿童死亡率增长了6倍。同时，伊拉
克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系被毁，识
字率从1987年的89%下降到1997年的
57%。

美国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后，不仅
对阿富汗施加经济制裁，还将阿富汗中
央银行数十亿美元外汇储备冻结，导致
阿富汗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
雪上加霜。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指出，
美国对阿富汗的经济制裁加剧了当地粮
食危机，“98%的阿富汗人吃不饱饭，近
一半5岁以下儿童将陷入严重营养不良
状态”。然而，2022年2月11日，美国总
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要求将阿富汗中央
银行约70亿美元的在美资产均分，一半
作为赔偿“9·11”事件受害者的资金来
源，另一半则转移至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的一个账户，用于帮助“阿富汗人民”，同
时明确表示这些资产不会交还塔利班政
权。美国政府这种公开劫掠阿富汗人民
财产的霸权行径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
责。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德雷兹纳在
《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批评称，美国
历届政府滥用经济胁迫和经济暴力手
段，将制裁作为解决外交问题的首选方
案，非但起不到效果，还造成人道主义灾
难。美国针对中东等地有关国家政府施
加的单边制裁，最终伤害的是这些国家
的普通民众，严重损害了被制裁国家和
民众的发展权。

第三，制造人道主义危机，严重损害
有关国家民众的生命健康权。美国发动
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及随后的暴力
冲突，摧毁了伊拉克大量基础设施，国家
公共服务能力极大下降，民众面临缺水
少电、缺医少药等问题，首当其冲的受害
者是穷人、儿童、寡妇、老人等最脆弱的
群体。以卫生部门为例，海湾战争后，伊
拉克医疗水平下降十分明显。1990年，
伊拉克 97%的城市人口和 71%的农村
人口能享受公共医疗服务。2003年伊
拉克战争后，约2万名当地医生逃离，大
量医疗设施在战火中被毁。由于美军轰
炸对发电厂和水处理设施造成的破坏，
患腹泻病的人数是战前的4倍。伊拉克
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 13所医院中有 9
所被摧毁，180万人的城市可用病床仅
有区区1000张。此外，美国发动伊拉克
战争时，曾大量使用贫铀弹，给当地居民
的健康造成巨大损害，严重侵犯了当地
民众的健康权。

美国政府无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蔓延，依然顽固坚持对伊朗、叙利亚
等国实施单边制裁，导致被制裁国家难
以及时获得抗击疫情需要的医疗物
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
巴切莱特 2020年指出，制裁会阻碍抗
疫医疗合作，给所有人增加风险；无论
是出于维护全球公共安全，还是为了维
护被制裁国家数百万人的权利和生活，
都应放松或暂停特殊领域的制裁。由
于制裁，伊朗无法进口基本药物和医疗
器材，严重影响数百万伊朗人的健康状
况。伊朗政府为筹措抗疫资金向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申请50亿美元的抗疫特
别贷款，但受到美国阻挠。美国通过冻
结伊朗海外资金、威胁疫苗供货方等方
式阻碍伊朗进口新冠疫苗。2020 年，
伊朗称曾 3次试图按照世卫组织的新
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付款购买疫
苗，但均因美国的制裁和限制而无法付
款。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分析估计，在伊
朗疫情最严重时期，美国持续施加的制
裁影响进一步加剧，可能导致多达1.3万

人因此死亡。

三、制造“文明冲突”，滥用监
禁和酷刑，侵犯宗教信仰自由和人
格尊严

美国不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敌视伊
斯兰文明，摧毁中东历史文化遗产，肆意
囚禁穆斯林并滥施酷刑，严重侵犯中东
等地人民的基本人权。

第一，在世界范围内散布“伊斯兰威
胁论”。美国鼓吹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
明优越论，从骨子里鄙视非西方文明，污
名化伊斯兰文明，给伊斯兰文明贴上“落
后”“恐怖”“暴力”等标签，并借“9·11”
事件，在世界范围内渲染“伊斯兰威胁
论”，故意误导甚至煽动人们敌视伊斯兰
教，歧视穆斯林，挑起“文明冲突”，为其
发动全球反恐战争进行舆论准备和辩
护。美国一手制造的“伊斯兰恐惧症”一
度在美国国内和其他西方国家泛滥，严
重损害了伊斯兰国家的民族尊严和国际
形象，侵犯了广大穆斯林的人身自由和
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的阻挠下，巴勒
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和合理诉求长
期得不到解决，和平、发展和人权都无从
谈起。

第二，摧毁中东文明古国文化遗
产。美国奉行西方中心主义，鼓吹“民主
和平论”和“民主改造论”，无视中东文明
的历史悠久和灿烂辉煌。美军发动伊拉
克战争后，其军事行动直接造成政权更
迭、社会动荡和长期战乱。更为严重的
是，美军入侵和占领期间，伊拉克首都巴
格达一度陷入无政府状态，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为世界11大博物馆之一的
伊拉克博物馆囊括该地区苏美尔、巴比
伦、亚述等各个历史阶段古代艺术和文
明精华的17万件珍藏文物横遭劫掠，人
类文明惨遭浩劫。根据海牙《陆战法规
和惯例公约》及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占
领方应维持被占领区的社会秩序。而美
军占领巴格达后未及时采取措施，以所
谓不是警察为借口，回避维持社会治安
的国际法义务，导致了人类史上最大的
文化破坏案，其危害之深，完全与现代文
明世界背道而驰。伊拉克博物馆副馆长
2003年曾直言不讳地控诉：美军应对所
发生的一切负责。此外，美国打压、侮
辱、霸凌中东国家，破坏了中东国家和民
众的文化自信，摧毁了中东人民的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

第三，虐囚和酷刑严重损害穆斯林
的人格尊严权。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
以来，针对穆斯林的虐囚丑闻不绝于
耳。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目研究
指出，“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
幌子在海外设立“黑监狱”，涉及至少54
个国家和地区，拘禁包括穆斯林、女性和
未成年人等在内的数十万人。早在
2003年，美军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
就大肆虐待在押人员，其中很多人被无
辜关押，甚至造成大量死亡，严重违反了
国际人权法。美国还创建关塔那摩监狱
专门用以关押来自中东等地的“恐怖分
子”，总共拘押了约780人，其中很多人
未曾被刑事起诉。目前该监狱仍有30
多名人员在押，他们已经步入暮年，身体
虚弱，长期被剥夺自由并无休止地承受
精神和肉体的酷刑。在关塔那摩监狱，
除了存在广泛的虐待和酷刑外，美方人
员还通过亵渎《古兰经》和违背伊斯兰教
信仰来折磨囚犯，包括把《古兰经》扔进
厕所，假借搜查武器之名撕毁、焚烧《古
兰经》，让女警卫在浴室里监视裸体囚犯
等，引发被关押的囚犯集体抗议，甚至集
体自杀。2021年9月，美国在阿富汗的
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监狱和虐囚行径被
媒体曝光。国际刑事法院调查证据显
示，美军在阿富汗漠视国际公理、践踏国
际准则，长期对关押人员施加“折磨、虐
待、侵犯个人尊严、强奸和性暴力”，包括
将至少30名囚犯关进一个笼子，将遭受
酷刑的囚犯藏在隐蔽区域任其自生自
灭，将囚犯蒙上眼罩令其一丝不挂地游
行示众，等等。美军对囚犯的侮辱和残
酷虐待，严重侵犯了其基本人格权，也违
反了美国依据国际人权法承担的禁止实
施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的义务。

事实表明，美国在中东等地严重侵
犯当地人民的基本人权，给地区国家和
人民造成了永久性伤害和无法弥补的损
失。美国的霸权本质和强权政治的野蛮
性、残酷性、危害性暴露无遗，也让世界
人民更加认清了“美式民主”与“美式人
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美国在中东等地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罪行
中国人权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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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指引下，党
中央、国务院坚持推进“放管服”改革，围绕优化营商环
境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出台一批政策举措，通过不断
深化改革创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当前，各地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
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经验和做法不
断涌现，形成“一地创新、各地复用”的放大效应，厚植
吸引市场主体投资发展的“沃土”。

通“堵点”，让纾困政策畅达企业

今年以来，重庆市巴南区以打造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城市为契机，为中小微企业打造“巴巴实”一站式企业服
务云平台，通过整合中小微企业服务体系的力量和优质
社会服务资源，提升政务、金融、产业服务质量，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提升企业获得感，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

重庆思睿创瓷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通信设备领
域高科技企业。高峰时期，公司每天需要将大约200套
产品送至几十公里外的第三方机构开展测试，物流费用
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今年5月，企业通过该平台发布需
求，就近匹配了一家检测机构，再也不用将产品送到大
老远的地方去检测了。

“平台精准推送了稳岗返还政策，我通过一键申报，
没多久就获得了企业申报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91.8
万元。”重庆京邦达物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尚
坤说。

针对中小企业的经营痛点和难点，“巴巴实”一站式
企业服务云平台通过多维度数据精准构建企业画像，不
仅打通供应链堵点，还引导部门依托平台开展政策宣讲
直播，全面了解企业需求，助企纾困模式也从“被动服务”
转向“主动问需”，辖区营商环境由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作为重庆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巴南试
点平台、重庆市区域型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该平台目
前已上线企业2.7万余家、推送政策1.46万余次、发放
贷款约2.3亿元、解决企业诉求121个。

解“盲点”，促进要素便捷流动

今年6月20日，从日本横滨港启运的国际货轮靠
泊广州南沙港，船吊起重机将一个个集装箱迅速卸载，
首单“湾区一港通”进口货物在广州南沙港顺利通关。

“湾区一港通”以南沙港为枢纽港，珠江多个沿江内
河码头为支线港，实施两港之间物流一体化运作，货物
24小时调拨轮转，进出口货物在内河码头完成通关手
续，运抵南沙港即可装船，实现经南沙港转运的进出口
货物“7×24”小时快速通关，整体物流时长压缩40%，
每个货柜可节约运输成本约200元。

广州市东风南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进口部经理杨
玉新说，与以往的转关模式相比，“湾区一港通”不仅节
约了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还有利于提升货物流转效
率，便于公司更有针对性地安排生产计划。

这一创新模式有效提升了大湾区港口群总体服务
能级，目前有14个码头实现了出口业务常态化，已累计
运输超过4万标箱。

南沙海关南沙港运输工具监管科科长秦熠介绍，在
南沙口岸，除“湾区一港通”外，还有内外贸集装箱同船
运输、启运港退税等多项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供企业选
择，优化通关环节、再造物流流程，在做好监管工作的同
时，为进出口货物通关按下了“快捷键”。

2021年 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
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广州市入选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
市。今年广州市海珠区推出“数据经纪人”试点，由海珠
区推荐的广东电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成为
首批“数据经纪人”。

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副总经理龙云介绍，在电
力生产和电能使用各环节产生了海量数据，以往这些数
据只在内部流转使用，数据资源无法盘活，潜力得不到充

分释放。协同“数据经纪人”及金融机构开展“电力贷”业务，目前已推出“穗信贷”
系列数据产品，提升中小微企业贷款、融资便利性。

广州市海珠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黄津表示，“数据经纪人”是探索通过
市场机制激发各类供需主体活力的创新性改革，将为全面推行“数据经纪人”制度
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破“难点”，优化服务有的放矢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地方不断创新机制，着力推进职能转变，大幅压减和调
整行政审批事项，从简政放权入手，推动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

近年来，浙江省大力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打通国家部委、省市县319套
业务系统，全省3638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85%的政务
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112个事项实现全国范围内“跨省通办”线上可办、120
个高频事项或服务场景应用实现长三角地区“一网通办”。

围绕百姓经商创业的难点痛点，政务服务机构不断创新推出便民服务举措。
从2019年开始，围绕公民个人出生到死亡、企业准入到退出两个“全生命周

期”，浙江省推出一批便民利企“一件事”，通过数据共享、流程再造、制度重塑，实
现群众从“跑部门”向“跑政府”转变、“跑多次”向“掌上办”“跑零次”转变。

针对货车司机跨省办证难、停车休息难、通行保障难等问题，浙江省上线“卡
车司机在线”应用，为货车司机提供办事办证、行车服务和权益保护的一站式服
务。自今年5月24日上线以来，已为2万余家企业、16.4万名货车司机提供各类
服务208万余次。

针对医学检查检验结果跨院认定难等痛点，浙江省上线“浙医互认”数字化应
用，构建医检互认数智体系、标准体系、保障体系，实现检查检验结果全省域实时
校验、重复提醒、快速调阅、互认确认。自 2021年 9月上线至今，已累计调阅
2876.11万项次、互认1419.71万项次，直接节约医疗费用达6.3亿元。

优化车辆检测服务，浙江省创新推出预约办、交钥匙、一窗办、容缺办等便民
举措，对全省汽车检测站进行综合改造提升。改革后，车检时间平均缩短一半以
上，基本消除车检站非法中介，每年惠及全省 860 万车主，群众“好评率”达
99.6%。

在一体化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中，各地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
不断提升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治理和服务水平。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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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12时11分，谷神星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
发射升空，将搭载的泰景一号 01/02星和东海一号卫星共 3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
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

谷神星一号遥三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国台办发
言人马晓光9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吴
钊燮是“台独”顽固分子，有关言论颠倒
黑白、混淆视听，再次暴露出其顽固谋

“独”本性。
有记者问：吴钊燮再度大放厥词，诬

称大陆无理“挑衅”，对台“军事威胁”改
变现状，呼吁爱好“民主、自由”的国家支
持台湾，维护台海现状。对此有何评
论？马晓光作上述回应。

马晓光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尽管海峡两岸尚

未完全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
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
分割。这是两岸关系的法理与现实。无
数事实充分证明，民进党当局是台海现状
的破坏者。民进党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体
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公然散布

“中华民国台湾”、“两岸互不隶属”等“两国
论”谬论，这不是企图改变现状是什么？

马晓光说，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出卖民
族利益，靠外部反华势力，特别是“倚美谋
独”实现政治野心。佩洛西窜台闹剧充分
说明，民进党当局是不折不扣的挑衅者。

民进党当局不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推行
“台独”活动，勾连外部势力公然挑衅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
定，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
族根本利益，这不是挑衅是什么？

马晓光指出，在我们一系列坚决有力
的反制措施下，民进党当局不思悔改，反
而公然歪曲事实，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
的角色，“告洋状”，编造“威权”与“民主”的
叙事，掩盖其谋“独”挑衅的本质与行径。
众所周知，西方反华势力口中的所谓“民
主”不过是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而民进

党当局口中的所谓“民主”更是其煽动“反
中抗中”、谋“独”挑衅的“遮羞布”。

马晓光表示，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斗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
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一个中国原
则有清醒的认识，对是非曲直有正义的
判断，对民进党当局谋“独”危害有充分
的警惕。民进党当局砌词狡辩欺骗不了
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

马晓光说，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如
果在挟洋自重、谋“独”挑衅的邪路上不
收敛，必将遭致更加严厉的打击。

国台办：吴钊燮有关言论再次暴露出其顽固谋“独”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