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崔曜）8月5日，
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市应急管
理局、市林业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

“森林草原火险红色预警信号”，我市
中心城区以及潼南区、合川区、铜梁
区、大足区、荣昌区、永川区、璧山区、
江津区、綦江区、万盛经开区、南川区、
长寿区、涪陵区、垫江县、丰都县、梁平
区、忠县、万州区、开州区、云阳县、奉
节县、城口县、巫溪县、巫山县、武隆
区、彭水县、石柱县、黔江区、酉阳县、
秀山县等地已连续多日出现高或极高

森林草原火险
气象等级。

预计 8 月
6日到15日上
述区县仍将持
续高或极高森
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极度危险，引发
森林草原火灾的可能性非常大。

预计未来10天（8月6日至15日），
我市仍将维持大范围高强度高温
天气，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达
35-41℃，局部地区可达42-44℃。

防暑 防火 防旱
防溺水 保生产

▲8 月 4 日下午，云阳县
江龙高速复兴互通施工现
场，工人们避开高温时段，加
紧施工。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8 月 5 日，南坪万达广
场，外卖骑手奔忙在大街小巷。

记 者 郑 宇 实 习 生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重庆发布森林草原
火险红色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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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网重庆信通公司党委
全面提升政治站位，锚定“三优三化”
方向，扛起“赋能公司发展、护卫渝电
安全”两大责任，不断提升党建工作价
值创造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
质量发展。

强化理论武装
锚定正确前进方向

该公司坚持旗帜领航强根铸魂，始
终把理论武装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持续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严格落实“第
一议题”制度，深化“大学习大普及大落
实”，全覆盖动员基层党支部和全体党员
以学促行、知行合一，在党史学习教育期
间，深化星级党支部建设，建立“红岩电
先锋”“红岩电管家”服务品牌指标体系，
申报标杆项目1个、深化项目2个。

强化责任落实
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

国网重庆信通公司党委不断强

化“抓党建必须抓责任制”认识，厘清
党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和班子
成员“一岗双责”，建立各级领导班子
成员党建工作联系点，领导班子全员
在一线支部驻点，形成以上率下、示
范带动的良好效应。以“亲清渝电”
为抓手，以专业线条监督融合为基
础，充分发挥各党支部纪检委员作
用，创新数据赋能业务监督，巡察审
计问题整改率100%，切实发挥“前哨
观察”作用。

强化红色实践
传承国企红色基因

国网重庆信通公司充分发挥红岩
共产党员服务队攻坚克难作用，组建
了“铸盾突击队”和“网络防护突击
队”。以奋斗彰显担当，7×24小时坚
守安全防护第一线，顺利完成极端灾
害天气双盲应急演练、冬奥会、“渝沪
浙青”联合演习、援藏帮扶等通信安全

保障工作。以奉献架起党群连心桥，
通过“党支部联建联创”方式与政府及
有关行业积极联动，建成全国首个智
慧养老服务平台。

强化智慧党建
创新载体提质增效

国网重庆信通公司推进党员队
伍“数智化”管理，深挖大数据资源，
突出“基层贯通、业务融通、人心相

通”，打造红色智慧大脑。该公司组
建 5 个“数智化”党员攻坚团队，将
支部党建工作融入项目，率先贯通
总部与省侧能源数据链，建成 1 个

“零”碳园区。以“渝电党建慧”为平
台，开发设计党委、党支部、党员三
方面 6个维度 30项指标，提高员工

“四感两度”（即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归属感；业绩贡献度、测评满
意度）指数。

胡娇 朱韵攸

国网重庆信通公司：坚持党建引领 凝聚发展合力

原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忠县支公司黄金营销服务部
现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忠县支公司忠州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黄春林 机构编码：000005500233009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忠县黄金镇场上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忠县忠州街道环城路42号附21号一层
批准日期：2003年06月30日 邮政编码：404300 联系电话：023-5423901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2年08月0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名称及地址变更公告
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市万州国本路营业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1MA5U5DW85U），已获重庆市万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复（登记内销字[2022]第
0147717号）。公司将于2022年8月6日起对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市万州国本
路营业部实施撤销。

公司将本着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合法权益的原则，依法妥善处理支公司撤销后
的相关善后事宜，确保后续服务工作到位。

联系电话：023-62762383
特此公告 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22年8月6日

人保汽车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市万州国本路营业部撤销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忠县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李茂林
机构编码：000015500233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忠县忠州镇红星路19号附12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忠州镇中博大道38号附6号2-1
批准日期：2002年4月16日 邮政编码：404300 联系电话：023-5423766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2年8月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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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宣布针对佩洛西窜台反制措施

据新华社南京 8 月 5 日电 （记
者 李秉宣 韩学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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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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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机等多型
战机赴台岛周边实施实战化演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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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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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
开展实战化联合演训

□新华社记者

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
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湾地
区。国际社会严厉谴责美方这一挑衅
行径，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
方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采取的
一切必要措施。

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佩洛
西窜访台湾地区是对中国的公然挑
衅，旨在遏制中国，美方应停止采取破
坏地区稳定与国际安全的行动。俄罗
斯坚持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
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佩
洛西的窜访充满挑衅性，这一行径违反
了国际法，侵犯了中国主权，违反了美
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应该受到
谴责。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社交媒
体用中文和波斯文双语发表声明说，伊
朗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美国的挑
衅已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源头，
国际社会必须予以制止。

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国际关
系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干涉中国
内政、企图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挑衅。声明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美方此举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南非外交部副总司长苏克拉尔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南非对佩洛西窜访台
湾地区表示严重关切，认为这完全是美
方的挑衅，给全球安全造成负面影响。
南非坚定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重申，塞
尔维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强调，这一
立场不会改变。

苏丹外长阿里·萨迪克表示，苏丹坚
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认为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持中
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缅甸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缅方反对
任何引发地区不稳定的挑衅行为，反对
任何干涉别国内政的企图。缅方全力
支持一个中国原则，重申台湾是中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埃及外交部发言人艾哈迈德·哈菲
兹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强调，埃及政
府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联合国相关

决议。
坦桑尼亚外长穆拉穆拉表示，台湾

问题是中国内政，干涉中国内政的挑衅
行径将破坏台海地区稳定，不利于世界
和平与发展。坦桑尼亚政府坚定支持
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阿拉伯国家联盟副秘书长扎基重
申，阿盟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
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越
南、马来西亚、埃塞俄比亚、马耳他、塞浦
路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斐济等国也以发表声明、谈话
等形式，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国际社会谴责美方挑衅行径 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本报讯 据重庆市疾控中心消息，
8月3日公布的合川区2例新冠病毒感
染者样本经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感染
毒株均为奥密克戎变异株(BA.5.1.3进
化分支)，与近日外省一起疫情病毒基
因序列完全一致。

根据基因测序比对、流行病学调
查和实验室检测，本次合川疫情首例
感染者于 7 月 31 日从市外返渝，除
首例感染者外的现有感染者均在密
切接触者和风险人员中发现，均属
同一传播链条。目前已追踪排查到
的密接、次密接和相关风险人员，均

已按规定开展了核酸检测，除已公
布阳性病例外，其余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

据疾控中心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
重点地区数量较多，相关防控要求会随
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适时动态调整，
市民可以关注“重庆疾控”微信公众号
每日发布的健康提示获取最新情况。
同时，他提醒广大市民要严格遵守《公
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落实勤洗手、科
学佩戴口罩、接种疫苗、核酸检测、注意
咳嗽礼仪等各项防控措施，做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

合川区疫情病毒基因组测序查明

新华社金边8月5日电 （记者 吴
长伟）当地时间8月5日下午，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在金边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
长会后，面向中外媒体举行记者会。

王毅说，我愿就台湾问题阐述中方
的立场，考虑到美方刚刚就此散布了不
少虚假信息和不实之词，更需要我们讲
清事实，以正视听。

王毅表示，美国众议长佩洛西不顾
中方坚决反对和反复交涉，实际上在美
国政府的纵容和安排下，明目张胆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这一倒行逆施严重侵犯
中国主权，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
背美方所做的承诺，严重危害台海和平
稳定。中方理所当然要做出坚决回
应。我们的立场正当、合理、合法，我们
的举措坚定、有力、适度，我们的军事演
训公开、透明、专业，符合国内法、符合
国际法、符合国际惯例，旨在向肇事分
子发出警示，对“台独”势力进行惩戒。
我们将坚定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坚决遏阻美国“以台制华”的图谋，
坚决粉碎台湾当局“倚美谋独”的幻想，
同时，我们也是在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尤其是联合国宪章中规定

的不干涉内政这一最为重要的国际法
则。如果不干涉内政原则被无视、被抛
弃，这个世界将重回丛林法则，美国将
更加肆无忌惮地以所谓实力地位对待
欺负其它国家，尤其是广大中小国家。
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各国也应
团结起来，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不允
许人类文明进程倒退。

王毅说，正因为如此，已经有100
多个国家公开站出来，重申坚定奉行一
个中国政策，理解和支持中方的正当立
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明确强调，
联合国将继续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
议。核心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即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
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
国的一部分。这才是国际社会共同的
正义之声。

王毅强调，美国“以台制华”只是空
想，丝毫阻遏不了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
大势，丝毫阻挡不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
复兴的历史进程。“台独”势力“倚美谋
独”更是幻想，注定死路一条，脖子上的
绞索只会越来越紧。

针对美辩称美众议长访台曾有过

先例，王毅强调，当年美众议长金里奇
对台湾的访问是一个严重错误，中国政
府当时就予以强烈反对。美国没有任
何权利和资格再犯同样错误，不能把过
去的错误当成今天重犯的借口和理
由。难道美国要把历史上干过的坏事、
丑事都再做一遍吗？

针对美方称中方改变台海现状，王
毅表示，这完全是造谣和污蔑。台湾从
来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只有一个，两岸
同属一国，这就是台湾自古到今的现
状。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强
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这就是几十年来一直不变的台海现
状。但这个现状确实被打破了。破坏
者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和台湾分裂势
力。2000年，美方把单方面炮制的所
谓“与台湾关系法”置于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之前，这不是改变现状吗？前几
年，美方把秘而不宣的所谓“对台六项
保证”公然放在美国一中政策表述中，
这不是改变现状吗？不是在掏空一中
政策吗？建议美国当政者重新把三个
联合公报拿出来好好看一看，就知道什

么才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是谁改变了台
海现状。台湾方面同样如此。民进党
上台后不断推进“渐进式台独”，大搞

“去中国化”，在各种场合制造“两个中
国”“一中一台”，这难道不是在明目张
胆改变现状吗？如果孙中山先生泉下
有知，也会指着蔡英文的鼻子，称她为
不肖子孙。

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正在加大在本
地区的军事部署，王毅表示，希望各方
对此高度警惕。美方的惯用手法就是
先制造问题，然后利用问题实现自己的
目标，但是在中国面前，这套做法行不
通！我们要严正警告，美国不要轻举妄
动，不要制造更大的危机。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上表
示，美方希望遵守国际法，维护各国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王毅说，我们很长
时间没有听到美方这样的表态了，美国
迄今干了多少侵犯别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事情，如果真能改邪归正，我们予
以鼓励，但关键是要落到实处。首先应
该在台湾问题上履行尊重中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承诺，不要再干涉中国内
政，不要再纵容和支持“台独”势力。

王毅举行中外记者会

全面阐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
8 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西部（重庆）
科学城获悉，全市首个不利气象下大气
污染源分级分类管控试点近日在科学
城正式启动。

该污染源分级分类管控是依托原
有的大气网格化系统，通过对重点区域
工业企业、在建工地、餐饮、汽修等涉气
污染源开展全面摸排，建立重点区域污
染源地图，并结合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实
时数据，助力污染天气精准溯源，更好
地守护蓝天。

具体而言，科学城将根据污染物排
放强度及方式、污染物治理技术和水
平、环保管理水平等因素对企业进行综
合评级，在不利气象条件下对A级至C

级企业实施从宽到严的管控政策。
“同时，我们制定了‘一源一策’减

排措施，明确不同预警响应等级下企
业具体减排措施。”重庆高新区生态环
境局相关负责人说，例如，某企业S经
综合评判确定为A级企业，在四级至
一级预警响应下，均可结合自身实际
自主采取减排措施，并降低对其的抽
查频次。

“实施大气污染源分级分类管控，
避免在不利气象条件下‘一刀切’式错
峰生产，鼓励企业自觉履行主体责任，
也实现了污染源的精准管控。”上述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项工作正在石板
镇试点，下一步将在科学城核心区全域
推行。

全市首个不利气象下大气污染源
分级分类管控试点启动

新华社北京 8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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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实施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