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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 11日表示，中国不会打压任何
外资企业，不会歧视任何外资企业，会坚
决保护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近期有报道称，部分在华外资企业对
中国投资环境和可能遭受的待遇表示担
忧。高峰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已注意到相关报道，一段时期以
来，由于美方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部分
在华外资企业的投资经营信心受到影响，
也有一些外资企业担心受到报复性打压。

高峰表示，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利
用外资工作。今年以来，中国相继出台了
一些支持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举措。
比如，颁布了外商投资法，正在积极制
定相关配套法规；缩减了全国和自贸试
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扩
大开放领域；发布了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目 录 ， 促 进 外 资 在 现 代 农 业 、 先 进 制
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
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向全国复制推广自
贸试验区第五批 18项改革试点经验，持续

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出台推进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意见，进一步发挥引
资平台作用。

高峰表示，商务部还在不同层面召开
了座谈会，认真听取外资企业有关意见，
积极采纳合理化建议，帮助企业解决面临
的实际困难。“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政府
支 持 外 资 企 业 在 华 发 展 的 决 心 不 会 改
变。”

当日，商务部发布的上半年实际使用
外资数据显示，我国实际使用外资稳步增

长。1 至 6 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0131 家；实际使用外资 4783.3 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7.2％。其中，6 月当月实际
使用外资 1092.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5％。

高峰表示，中国政府仍将进一步推动
市场开放，推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大
外商投资权益保护力度，营造更加稳定、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为外资企
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使中国始终成为最
有竞争力的外商投资热土。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吴谦 11 日就美国售台武器发表谈
话，全文如下：

7 月 9 日，美国国务院批准一项价值
约 22.2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包括 M1A2
坦克、“毒刺”防空导弹等武器装备，美国
防部已就此通知国会。中国军队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
正交涉。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
坚决反对美国售台武器的立场是明确的、
一贯的。美方的错误行径严重违反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
七”公报规定，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
权和安全利益，严重危害中美两国两军关
系发展，严重损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国核心
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

干涉。中方敦促美方信守承诺，恪守一个
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
撤销上述售台武器计划，停止一切形式的
美台军事联系，以免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造成进一步损害。中国军队有坚定的意
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
式的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将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
全和领土完整。

国防部就美国售台武器发表谈话

新华社上海7月11日电 我国第一艘
自主建造的极地科学考察破冰船——“雪
龙 2”号 11 日在上海交付，并将于今年底
首航南极，我国极地考察现场保障和支撑
能力取得新的突破。

当天，在红白相间、雄伟靓丽的“雪龙
2”号上，自然资源部举行了媒体通气会。
据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秦为
稼介绍，“雪龙 2”号建造工程由自然资源
部所属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组织实施，按
照“国内外联合设计，国内建造”的模式，
由芬兰阿克北极有限公司承担基本设计，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七〇八研究所
开展详细设计，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建造。

“雪龙 2”号船长 122.5 米，型宽 22.32
米，设计吃水 7.85 米，设计排水量 13996
吨，航速 12-15 节；续航力两万海里，自持
力 60 天，具备全球航行能力；能满足无限
航区要求，可在极区大洋安全航行，能以
2-3节的航速在冰厚 1.5米＋雪厚 0.2米的
条件下连续破冰航行。

据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
技委主任胡可一介绍，“雪龙 2”号融合了
国际新一代考察船的技术、功能需求和绿
色环保理念，采用国际先进的船艏船艉双
向破冰船型设计，具备全回转电力推进功
能和冲撞破冰能力，可实现极区原地 360°
自由转动。

秦为稼表示，“雪龙 2”号装备有国际
先进的海洋调查和观测设备，能实现科考
系统的高度集成和自洽，在极地冰区海洋
开展物理海洋、海洋化学、生物多样性调
查等科学考察，今后将成为我国开展极地
海洋环境调查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平

台。
“雪龙 2”号交付后，将加入我国极地

考察序列，开展船载科考设备调试等工
作。在今年下半年我国开展的第 36 次南
极考察任务中，“雪龙 2”号将与“雪龙”号
一起编队，共同奔赴南极中山站。

新华社北京 7月 11 日电 针对 22 个
国家联合致函联合国人权高专批评中国
新疆政策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1 日
说，有关国家的致函罔顾事实真相，对中
国无端指责和攻击污蔑，公然将人权问题
政治化，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有关国家提
出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这些国家尊重事实、摒弃
偏见，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停
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借涉疆问题干涉

中国内政。”耿爽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
答相关提问时表示。

耿爽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事
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在涉疆问
题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不
容任何国家和外部势力干预。面对恐怖主
义和极端主义的严峻威胁，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依法采取包括设立教培中心在内的一
系列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扭转了新疆安
全形势。新疆已经两年多没有发生暴恐事
件，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百姓安居乐业，各

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大幅提
升，衷心拥护政府的政策举措。

耿爽说，中方已邀请多批各国外交官、
媒体、专家学者等赴新疆参观访问，亲眼目
睹事实真相。他们均表示在新疆所见所闻
与西方媒体报道的情况完全不同。中方也
已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人员发出访疆邀
请。“我们欢迎真正秉持客观、公正原则的
人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但我们坚决反对
任何外部势力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外交部：反对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极地科考破冰船“雪龙2”号交付

7月11日，“雪龙2”号停靠在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码头。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重庆 7月 11 日电 1926 年，
邱少云出生在铜梁县关溅乡玉屏村邱家沟
（今少云镇少云村）一个贫苦家庭，1949 年
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中，邱少
云作战勇敢。一次剿匪战斗中，他带病参
战，一举毙伤匪徒 10余名。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5
个月后，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的战歌激励下，邱少云参加了中国人民志
愿军赴朝作战。部队开赴前线途中，邱少
云曾冒着美军飞机的扫射轰炸，从燃烧的
居民房屋里救出 1名朝鲜儿童。

1952年10月，邱少云所在部队担负攻击
金化以西“联合国军”前哨阵地391高地作战
任务。为缩短进攻距离，便于突然发起攻
击，11日夜，部队组织500余人在敌阵地前沿
的草丛中潜伏，邱少云正是其中一员。

12 日 12 时左右，美军盲目发射燃烧
弹，一发落在了邱少云的潜伏点附近，草丛
立即燃烧起来，火势迅速蔓延到他身上。
邱少云身后就是一条水沟，只要他后退几
步，就势一翻，就可在泥水里将火苗扑灭。
但为了不暴露目标，确保全体潜伏人员的
安全和攻击任务的完成，他放弃自救，咬紧
牙关，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 30
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年仅 26岁。

邱少云牺牲后，反击部队在其伟大献
身精神鼓舞下，当晚胜利攻占了 391高地，
全歼美军 1个加强连。邱少云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践行了入党申请书中“为了世界革
命，为了战斗的胜利，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
切”的钢铁誓言。

为表彰邱少云烈士，上级党委追认他
为中共党员，并追授“模范青年团员”称
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给邱少云追记特
等功，追授他“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
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邱少云牺牲
的朝鲜 391高地，筑起一面高高的石壁，上
面镌刻着一行鲜艳夺目的红漆大字：“为整
体、为胜利而自我牺牲的伟大战士邱少云
同志永垂不朽！”

为纪念邱少云烈士，有关方面还在他
的家乡铜梁区凤山之巅建设了邱少云烈士
纪念馆，全馆共陈列国家二、三级文物 37
件，烈士遗物 20 余件。近年来，纪念馆年
均接待观众 40余万人次，已成为爱国主义
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

商务部：中方不会打压歧视外资企业

邱少云：烈火中永生

邱少云像邱少云像。。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 11 日表示，双方经贸团队将
按照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的要求，在平
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目
前，中美经贸团队正在就下一步具体安排
保持沟通。

高峰是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7 月 9 日晚，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

方牵头人通话，就落实两国元首大阪会晤
共识交换意见。高峰说，双方经贸团队正
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会晤共识。

“中方对于磋商的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中方的核心关切必须得到妥善
解决。”高峰说，相信双方通过平等对
话，照顾彼此合理关切，一定能够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
民的利益，也符合整个世界和世界人民

的利益。
近期，美方决定对此前加征关税的

110 种中国商品免征关税，对此，高峰表
示，据了解，这是美方正常的关税排除程
序。中方也已建立了相应的关税豁免机
制，将根据企业申请进行处理。

高峰还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真正落实
承诺，尽快停止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
业的错误做法。

中美经贸团队正在就下一步安排保持沟通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