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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4 日电
记者 4日从商务部获悉，上半
年，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
长。服务进出口总额 28910.9亿
元，同比增长 21.6%。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
服务出口 14059.5亿元，同比增
长 24.6%；进口 14851.4亿元，
同比增长 18.9%。服务出口增幅
大于进口 5.7个百分点，带动服
务贸易逆差下降 34.3%至 791.9
亿元。6月当月，我国服务进出
口总额 5253 亿元，同比增长
19.6%。
从特点看，知识密集型服务

贸易继续平稳增长。上半年，

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12144.9
亿元，增长 9.8%。其中，知识
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
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
商业服务，分别增长 16.3%、
13.9%；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增
长较快的领域是保险服务，增速
达 82.1%。

此外，旅行服务进出口继
续恢复。上半年，我国旅行服
务进出口 3935.5 亿元，增长
8.2%，其中出口下降 21.8%，
进口增长 11.6%。剔除旅行服
务，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增
长 24%，与 2019年同期相比，
服务进出口增长 52.8%。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4日电 记
者 4日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
期间我国将新建 100 家以上国家
水利风景区，到 2025年末我国的
国家水利风景区将超过 1000家。

水利部近日印发《关于推动水
利风景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推动水利风景区发展质量整体

提升，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国家水
利风景区，完善水利风景区绿色安
全服务设施、提升智慧服务水平。
同时，落实景区管理责任，强化监督
管理。

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年，水
利风景区总体布局进一步完善，水
利风景区管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

监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十四五”
期间新建 100 家以上国家水利风
景区，推广 50家高质量水利风景
区典型案例，水利风景区发展质量
整体提升。到 2035年，水利风景区
总体布局进一步优化，发展体制机
制进一步完善，综合效益显著增强。

水利风景区建设有助于维护河

湖健康生命，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今年 4月，我国新
修订的《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正式
施行，在水利风景区申报、管理和撤
销等方面都有新的规定。截至今年
1月公布第 19批国家水利风景区
名单，全国已建成国家水利风景区
902家，涵盖 31个省份。

国台办：
萧美琴极力推动佩洛西窜台
必将遭到历史清算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4日电 国

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8月 4日表示，
萧美琴频繁散布谋“独”言论，卖力
策动美方政界人士赴台，大肆推动
向美军购，鼓动炮制涉台消极法
案，近期极力推动佩洛西窜台，公
然挑衅一个中国原则，严重破坏两

岸关系，进一步加剧台海局势紧张
动荡。萧为了谋取政治私利，不惜
充当外部反华势力棋子，损害中华
民族根本利益，把台湾同胞推向危
险深渊。任何出卖民族利益、搞“台
独”分裂的人，绝没有好下场，必将
遭到历史清算。

据新华社太原 8 月 4 日电
8 月 4 日 11 时 08 分，我国在太
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
乙遥四十运载火箭，成功将陆地
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以及搭载
的交通四号卫星和闵行少年星
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
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主

要用于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陆
地生态和资源调查监测、国家重
大生态工程监测评价，并为环保、
测绘、气象、农业、减灾等领域提
供业务支撑和研究服务。

我国成功发射
陆地生态系统碳监测卫星

据新华社金边 8月 4日电 当
地时间 2022年 8月 4日，国务委
员兼外长王毅在金边出席东亚合
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就美方侵犯中
国主权的挑衅行为进一步阐述中
方立场。

王毅表示，美方践踏国际法，
违背双边承诺，破坏台海和平，支
持分裂主义，鼓吹阵营对抗，是对
中国人民与爱好和平的地区各国
人民的公然挑衅，是必然带来恶劣
影响的一场政治赌博。

王毅说，佩洛西的表演，是美
国政治、美国外交和美国信誉的再
一次破产，证明美国是台海和平的
最大破坏者，是地区稳定的最大麻
烦制造者，证明美国的“印太战略”
极其具有对抗性和危害性，证明美
国对国际规则的虚伪与双标。如
果中方不对美方这种狂躁、不负责
任、极不理性的行径予以坚决抵
制，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关
系原则将成为一纸空文，各种分裂

分子和极端势力将会变本加厉，本
地区得来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将
受到严重损害。

王毅强调，这次事件是美方一
手策划和挑起的，前因后果一清二
楚，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为避免这
场强加于中国的危机，中方做出了
最大程度的外交努力，但同时我们
绝不会容许危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和民族复兴进程，绝不会坐视美国
打“台湾牌”服务国内政治和政客
的私欲，绝不会姑息在本地区制造
紧张、挑动对抗和策动分裂。中方
当前和今后采取的综合措施，是必
要、及时的防守反制，经过慎重考
虑和认真评估，旨在维护国家主权
和安全，符合国际法和国内法，是
对挑衅者的警示，也是对地区稳定
和台海和平的维护。各方应认清当
前危机的肇因和实质，共同反对美
方的冒险与挑衅，继续支持中方的
正当立场与举措，共同维护地区和
台海和平。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4 日电
记者近日从工信部获悉，2022年
上半年，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
领和下游旺盛需求带动下，我国
锂离子电池产业主要指标实现高
速增长。根据行业规范公告企业
信息和行业协会测算，上半年全
国 锂 离 子 电 池 产 量 超 过
280GWh，同比增长 150%，全行
业收入突破 4800亿元。
在锂离子电池环节，上半年储

能电池产量达到 32GWh，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装车量约 110GWh。
锂离子电池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75%。在一阶材料环节，上半年正
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产

量同比增长均超过 55%。在二阶材
料环节，上半年碳酸锂、氢氧化锂
产量分别达 15万吨、10.2万吨，分
别同比增长 34%、25%。

需求带动了创业创新的活
跃。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我国锂离子电池相关企业 3.9万
余家，其中，2022年 1至 7月新
增注册企业 428家。

锂离子电池产业主要指标的
增长，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
展紧密相关。工信部数据显示，今
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
现了平稳快速发展。上半年，新能
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6.1万辆
和 260万辆，同比均增长 1.2倍。

据新华社贝鲁特 8月 4日电
中国第 20批与第 21批赴黎巴嫩
维和部队指挥权力交接仪式 3日
在位于黎南部省提尔市的中国维
和部队营地举行，标志着中国赴
黎维和部队顺利完成第 20 次轮
换交接。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
队（联黎部队）司令拉萨罗少将、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钱敏坚等人出
席仪式。

交接仪式上，拉萨罗检阅了
中国维和部队，从第 20批赴黎维
和部队指挥长叶方超手中接过联
合国会旗，郑重交到第 21批赴黎
维和部队指挥长严小亮手中，标
志着中国两批赴黎维和部队正式
完成轮换交接。

拉萨罗在致辞中高度肯定中
国维和部队为黎南部地区和平稳
定作出的重要贡献。他说：“我要
赞扬第 20 批中国维和部队的官
兵们，你们的努力和热情，有力地

促进了联黎部队维持平静和稳定
环境目标的实现，对当地民众产
生了实际和积极的影响。”

中国第 20 批赴黎维和部队
自 2021年 8月正式履职以来，先
后高标准完成了扫雷排爆、工程
建筑施工、医疗救助和人道主义
援助等任务，全体 410名维和官
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勋章”。

据悉，中国第 21批赴黎维和
部队共 410人，由 1个多功能工
兵分队、1个建筑工兵分队和 1个
医疗分队组成。第一梯队于 7月
28日抵达黎巴嫩维和部队营区，
目前已完成装备、营房、任务、物
资器材等各项交接，第二梯队将
于 8月上旬从国内出发。

严小亮表示，新一批维和官
兵将努力为维护黎南部地区的
持久和平作出积极贡献，继续在
国际舞台上展现中国军人良好
形象。

中国赴黎巴嫩维和部队
完成第 20次轮换交接

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 21.6%

上半年我国锂离子电池
产量同比增长 150%

水利部：2025年末国家水利风景区
将超过 1000家

这是 8月 4日拍摄的建设中的广州白
云火车站渊无人机照片冤遥

日前袁 中铁建工承建的广铁集团广州
白云火车站渊简称白云站冤已完成一期工程
主体部分的施工袁车站野云山珠水尧木棉花
开冶的外观造型雏形初现遥

广州白云站站场规模达 11台 24线袁是
以普铁为主尧高铁及城际为辅尧站城融合配
套的市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袁 总占地面积
约 34万平方米遥 建成后的白云站将承接广
州站和广州东站的全部普速客车袁 是广州
站和广州东站更新改造的前置条件袁 为以
后高铁进市区腾出空间遥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联合国 8 月 3 日电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3日说，他
决定就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一个关
押乌克兰被俘人员的拘留所遭袭事
件成立联合国事实调查组。

古特雷斯当天在记者招待会上

说，他分别收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向
联合国发出对此事进行调查的请
求，决定成立一个事实调查组揭开
真相。

他说，联合国正在斟酌事实调
查组的权限，并将通报给俄罗斯和

乌克兰政府，希望能够就事实调查
组权限达成协议。同时，联合国正在
招募事实调查组人员，并就事实调
查组未来工作与有关方面展开协
调。他希望俄乌双方为事实调查组
工作提供便利，让事实调查组进入

现场获取足够揭示真相的数据。
据报道，顿涅茨克地区奥列尼

夫卡一个关押乌克兰被俘人员的拘
留所 7月 29日遭到袭击，造成至少
50名乌方人员死亡。俄罗斯和乌克
兰互相指责对方发动了此次袭击。

广州白云火车站
雏形初现

据新华社维也纳 8月 3日电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与非
欧佩克产油国 3日以视频方式举
行第 31 次部长级会议，决定今
年 9月小幅增产，将该月的月度
产量日均上调 10万桶。

欧佩克在会后发表声明称，
此次会议注意到当前剧烈波动的
原油市场基本面，有必要对市场
情况进行持续评估。会议指出，
必须谨慎使用目前非常有限的闲
置产能，以应对严重的原油供应
中断局面。

声明同时指出，石油行业长
期投资不足造成闲置产能减少，
特别是上游部门投资不足，这可
能导致石油行业难以应对 2023
年后持续增长的全球石油需求。

近期，由于通货膨胀高企、

多国央行加息，市场担忧经济
陷入衰退或侵蚀需求，国际原
油价格有所回落，但仍在每桶
100美元左右高位徘徊。在欧佩
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 31 次部
长级会议召开前，主要石油消
费国曾多次敦促主要产油国扩
大增产规模，以平抑油价，缓
解通胀压力。

2020 年 4 月，因新冠疫情
等原因冲击石油需求，欧佩克与
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减产协议。
2021 年 7 月，欧佩克与非欧佩
克产油国决定从当年 8月起根据
市场情况每月将其月度产量逐步
上调。

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第
32次部长级会议将于今年 9月 5
日举行。

联合国将就乌克兰被俘人员拘留所遭袭事件
成立事实调查组

主要产油国决定 9月小幅增产

8月 3日袁 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
部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渊后右冤出席
联合国全球粮食尧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
小组第三次报告发布会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3日呼吁各
国政府向从当前能源危机中获得巨额利

润的大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课税遥
新华社发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
向大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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