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今日印度”、《印度时报》等媒体报道，8月7
日，被印度官方寄予厚望的小型卫星运载火箭
（SSLV）的首次发射任务未能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
轨道。

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本次发射的SSLV火箭
搭载有两颗卫星，这枚火箭的前三级在发射后都正
常工作并完成分离（前三级使用固体燃料发动机），
但是火箭第四级用于投放卫星的速度微调模块
（VTM）开机后发生遥测信号丢失，而随后恢复的
遥测信号显示两颗卫星都已被投放，但其所到达的
轨道要低于预期的高度，这让这两颗卫星的工作状
态并不稳定。

印媒表示，印度的主力火箭是“极地卫星”运载
火箭（PSLV）（更大的型号还有地球同步卫星运载
火箭运载火箭，即GSLV，这也是目前印度最大的运
载火箭），已经成功执行了50多次任务，这款火箭
能够将最大1750公斤的有效载荷发射到距离地球
600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

但是PSLV火箭的造价较为昂贵，而且每发火
箭的发射周期较长，无法满足目前不断增长的小型
卫星发射市场。于是，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
就针对性地开发了SSLV火箭，这款火箭能够将10
公斤至500公斤的有效载荷发射到距地球500公里
的近地轨道。

按照IRSO官员的说法，SSLV火箭未来每年有
望发射50枚至60枚，为印度在商业航天市场提供
新的竞争力，并且能够让其他火箭更好地满足大型
卫星的发射。 本报综合消息

印度新型火箭首飞失利印度新型火箭首飞失利

当地时间8月7日，据白宫医生表示，由于美国
总统拜登连续第二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他
被允许解除隔离。白宫医生在一封允许拜登出行
的信中写道，拜登从即日起可以恢复参与公共事务
或进行旅行。

据悉，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预计将于当
地时间8日前往肯塔基州，会见受到该州毁灭性洪
灾影响的家庭。这次访问将是拜登被诊断出感染
新冠病毒以来的首次出行。

7月21日，拜登首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出现
流鼻涕、嗓子痛、疲劳等症状。隔离期间，他持续服
用治疗新冠感染的抗病毒口服药物奈玛特韦/利托
那韦组合。一周后，拜登新冠病毒检测结果转阴，
随后结束隔离。7月30日，拜登新冠病毒检测结果
再次呈阳性，重新进入隔离。他一度出现轻微咳嗽
症状，但没有恢复用药。 本报综合消息

拜登新冠病毒检测
结果转阴解除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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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 石龙洪）美
国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反复交
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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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的承诺，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多位专家
受访指出，美方在台湾问题上屡屡采取错误言
行，企图打“台湾牌”阻挠中国完全统一和中华
民族复兴进程，这一图谋注定无法得逞。

美方操弄美方操弄““台湾牌台湾牌””变本加厉变本加厉、、花样繁多花样繁多

中方针对美台勾连的挑衅行径采取坚定
有力的反制措施，美方声称中方“改变台海现
状”。那么，台海现状到底是什么？受访专家
指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只有一个，
两岸同属一国，这是台湾自古到今的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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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几十年来一
直不变的台海现状。

这个现状究竟是被谁打破的？专家一针
见血地指出，破坏者恰恰是美国反华势力和台
湾“台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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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谓“对台六项保证”放在美国一
个中国政策表述中，这是不折不扣改变现状。
蔡英文上台后不断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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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象，这是明目张胆改变现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台美关系研究
室主任汪曙申分析指出，当前台海局势面临新
一轮紧张和严峻挑战，根本原因是台湾民进党
当局和美方不断改变现状、制造事端。美方操
弄“台湾牌”动作频频、花样繁多，包括“窜访牌”

“军售牌”“立法牌”“国际参与牌”“经济牌”等。
——“窜访牌”。近年来，美方大幅放宽美台

官方交往约束，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和国会议员多
次窜访台湾，双方往来的层级和频率明显提升，
突破了美方仅与台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

——“军售牌”。美方持续对台出售武器
装备，2016年以来对台军售逾15次，累计金额
近200亿美元。今年对台军售就已有4次，严
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
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

——“立法牌”。美方持续炮制涉台相关
法案，既有单独的涉台法案，也有在综合性法
案中夹带涉台条款，通过国内法对外实施“长
臂管辖”，图谋把中美关系中的重大政治问题
变为本国的“实务问题”，为“以台制华”提供政
策条件。

——“国际参与牌”。美方不断鼓噪支持台
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参与国际组织活动，攻
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散布“台湾地位
未定”谬论，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经济牌”。美方以助台拓展国际经济
空间为由，怂恿台湾在经济上与大陆“脱钩断
链”，包括降低对大陆贸易依赖，减少与大陆的经
济合作，特别是对两岸科技领域合作进行限制。

汪曙申指出，美方不择手段打“台湾牌”，
不断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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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美方全方位压榨台湾美方全方位压榨台湾，，岛内百姓深受其害岛内百姓深受其害

“美方行事一贯牺牲他人、满足自己，其一
再操弄台湾问题，加强美台勾连，并非出于对
台湾利益的考虑，相反是在压榨台湾，获取大
量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是不争的事实。”外交学
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海东说。

“近些年，美方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
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极力渲染和炒作台海问
题，根本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汪曙申指
出，眼看中国整体实力跃升，美方表现出越来
越强的焦虑感。美方不愿放弃台湾这颗重要

“棋子”，遂不断调动盟友加紧介入台湾问题，
拉帮结伙阻挠中国统一进程，以最大限度发掘
台湾的“政治价值”。

专家分析，美方深知民进党当局为谋“独”
必须倚仗自己，于是把台湾当成“提款机”，肆
无忌惮地全面压榨台湾的经济价值。除让台
湾花费巨款对美军购、缴纳高额“保护费”外，
美方还不顾岛内民众强烈反对，要求台湾开放

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购买美国民航客机；为
解决“芯片荒”，要求台积电赴美建厂，交出库
存、客户名单等资料；美政客还频频收取台湾
当局高额“政治公关费”，编造台“对美外交成
绩”……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张冠华指
出，民进党当局一心向美国靠拢，以高昂的经
济代价换取虚妄的政治利益，搞经济上的“倚
美谋独”“亲美疏陆”让台湾付出高昂代价，其
后果注定由广大台湾民众承受。

“为换取美方政治支持，民进党当局不惜
损害岛内民众的福祉，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经
济民生利益。”张冠华说。

““以台制华以台制华””注定失败注定失败，，““倚美谋独倚美谋独””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美方任何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保护自身利
益，其一贯的外交政策行为都是牺牲他方、满
足自身，这已被种种事实清晰证明。”中国社科
院台湾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曾润梅说，民进
党为了实现“台独”幻想，深陷“倚美谋独”的迷

思，将台湾命运押宝在贪婪自私的美国反华政
客身上，这种做法极不负责任，也十分危险。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没有任何妥
协退让余地。中方绝不会坐视美国打‘台湾牌’
服务国内政治和政客私欲。”厦门大学台湾研究
院院长李鹏指出，美方不论以什么方式支持纵
容“台独”，最终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台
湾问题上挑衅滋事，企图以此迟滞中国发展，完
全是徒劳的。美方须停止打“台湾牌”搞“以台
制华”，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指
出，美台加紧勾连挑衅的背后，包藏的是“以台
制华”的祸心，打的是“倚美谋独”的算盘。民
进党当局甘心充当美国反华势力的“棋子”，肆
无忌惮谋“独”挑衅，完全是误判了形势，打错
了算盘，绝不可能得逞，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
深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朱松岭说，中国历史上曾饱受列强侵略，
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决不允
许历史的悲剧重演。

古巴一处储油基地8月5日晚遭雷击，
油罐起火爆炸。古巴政府数据显示，截至
6日晚，事故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121人受
伤，另有17名消防员失踪。

熊熊大火产生的浓烟甚至飘至大约
100公里外的首都哈瓦那。古巴政府向外
界求助，多个国家已经表示愿意提供支援。

这处储油基地位于马坦萨斯省马坦
萨斯市，共有8个储油罐。据古巴官方媒
体报道，5日晚上，一个储油罐遭雷击后起
火。次日凌晨，火势蔓延至旁边一个储油
罐，后者发生多次爆炸。古巴国家石油公
司说，第一个油罐里存有大约 2.6 万立方
米原油，占总容积一半；第二个油罐存有
5.2万立方米燃油。

依据古巴政府部门6日晚上发布的数
据，多人伤势严重。17名在一线灭火的消
防员失踪。

火场附近大约 2000 名居民已经被疏
散。居民阿尔弗雷多·冈萨雷斯告诉路透
社，5日晚上发生一次巨大爆炸，次日早上
又发生一次爆炸，火光“像太阳一样照亮
这个地区”。居民劳拉·马丁内斯对法新
社描述道：“我感受到爆炸威力，就像有冲
击波从背后推你。”

消防人员向未着火的油罐喷水降温；
军方直升机则从空中洒水，以遏制火势。

古巴国家主席米格尔·迪亚斯-卡内
尔视察火场并前往医院看望伤员。迪亚
斯-卡内尔说，扑灭这场大火“需要时间”。

古巴政府 6 日向具有相关经验的国
家寻求支援和建议，以期扑灭这场大
火。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政府当天向古巴
派遣相关人员协助灭火，预定 6 日晚上
飞抵。

新华社特稿

美国操弄“台湾牌”祸心重重

古巴储油罐起火爆炸

至少1人死亡 17人失踪

新华社吉隆坡8月7日电（记者毛鹏飞
汪艺）马来西亚经济学家、马来西亚中华总
商会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李兴裕日
前在吉隆坡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近期美国经
济增长放缓和美联储加息将对马来西亚和
其他东盟国家经济产生冲击，包括降低东盟
国家出口、影响该地区吸引外资等。

李兴裕表示，美联储近期连续加息给
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
带来下行压力。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和政府
进而需要承担更高的借贷成本，这增加了
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

美国商务部 7 月 28 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
率计算下滑 0.9％。《华尔街日报》、彭博社
等主流媒体报道，在连续两个季度萎缩后，
美国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

李兴裕指出，多项经济指标显示美国
经济增速在接下来的季度仍会放缓，这将
对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在马来西亚和
东盟主要表现为出口减少，尤其是电子电
气产品、家具、橡胶产品、化工产品等。对
美国利率的高预期也会造成区域性金融市
场的波动。

马来西亚经济学家：

美联储加息将对东盟国家经济产生冲击

88月月66日日，，救援人员在古巴马坦萨斯省火灾现场附近工作救援人员在古巴马坦萨斯省火灾现场附近工作。。新华社／美联新华社／美联

8 月 6 日，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发布声明指
责对方炮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破坏核电站基础设
施。俄乌双方均要求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等
国际组织采取措施，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
运行。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当天发布公告称，俄军炮
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为了破坏核电站基础设施，将
其与乌克兰电力系统断开，并试图造成乌克兰南部
缺电的情况。乌克兰呼吁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
和其他国际组织采取一致行动，对俄罗斯施加压
力，要求俄罗斯从扎波罗热核电站及其周边地区撤
出。

俄罗斯国防部6日晚也发布公告称，乌方在扎
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换班期间，对核电站发起炮
击，造成部分基础设施损坏，还导致当地大批居民
断水断电。而由于俄罗斯武装力量采取了有效行
动来保护核电站设施，核电站的关键基础设施没有
受到破坏。俄国防部还警告说，如果扎波罗热核电
站发生事故，将是一场全球性的人为灾难，其放射
性污染的规模将大大超过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电
站事故的后果。

本报综合消息

炮击“核电站”？

俄乌双方发表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