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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斥吳釗燮出賣中華民族整體利益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針對
台對外交往部門負責人吳釗燮繼續散布
「兩岸互不隸屬」 言論，還稱美國等派
軍艦穿越台灣海峽是實踐所謂 「航行自
由」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29日在例行
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這番言論除再次暴
露其販賣 「兩國論」 、勾連外部勢力謀
「獨」 挑釁的分裂本質外，在法理和事
實上也站不住腳，更得不出所謂 「兩岸
互不隸屬」 「兩國論」 的荒謬結論。
馬曉光強調指出，首先，國家主權
不可分割。領土是國家行使主權的空
間。在一個國家的領土上，只能有一個

代表國家行使主權的中央政府。1949年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取代中華民國政府，成為全中國的唯一
合法政府和在國際上的唯一合法代表。
這是在同一國際法主體沒有發生變化的
情況下新政權取代舊政權，中國的主權
和固有領土疆域並未由此而改變，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理所當然地完全享有和
行使中國的主權，其中包括對台灣的主
權。
其次，雖然海峽兩岸尚未統一，但
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地位從未改
變，也不允許改變，中國擁有對台灣的

主權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變。
海峽兩岸內戰狀態的長期存在並沒
有賦予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和權利，
也不能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法律地
位。

民進黨是台海局勢動盪根源
第三，國際社會承認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在此原則下台灣無權參加聯合國及其他
只有主權國家參加的國際組織，與中國
建交的國家不能與台灣發展官方關係，

不能向台灣出售武器或與台灣進行任何
形式的軍事結盟。
中國政府以一個中國原則對待台灣
的對外交往活動，保障台灣同胞在海外
的一切正當合法權益。這就是我們對台
灣行使主權的具體象徵。
第四，中國對台灣海峽享有主權、
主權權利和管轄權，同時也尊重其他國
家依據國際法享有的航行權利，但堅決
反對任何國家以航行自由為名，行挑
釁、威脅中國主權和安全之實。吳釗燮
之流配合外部勢力賣力炒作，完全是基
於 「台獨」 分裂圖謀，損害兩岸同胞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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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答應的。
針對近期
民進黨當局派
人先後去美國和歐洲，馬曉光指出，民
進黨當局上台以來拒不承認 「九二共
識」 ，勾連外部勢力，不斷謀 「獨」 挑
釁，破壞兩岸關係，是造成當前台海局
勢緊張動盪的根源。這些竄訪小動作，
就是最好的證明。



島內民調顯示逾半人對美協防台存疑

台胞不信美承諾 京：倚美謀獨必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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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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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呼籲廣大台灣
同胞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 新華社

灣地區近日舉辦所謂 「蒙特雷會
談」 ，討論美國對台灣地區售武等
軍事安全議題。對此，馬曉光回應
表示，民進黨當局不斷加強與外部
勢力的軍事、準軍事勾連，造成台
海緊張動盪，其從外國購武的行徑
更是花台灣老百姓的血汗錢，不惜
把台灣民眾推向戰火。他強調，
「倚美謀獨」 、 「倚武謀獨」 ，必
遭失敗。 「我們敦促美國政府恪守
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規定，停止與中國台灣地區進行軍
事、準軍事勾連，停止向中國台灣
地區出售武器。」

民進黨謀「獨」不擇手段
有台灣媒體日前曝出美國司法
部門文件內容，顯示民進黨當局大
肆炒作的所謂 「對美外交成績」 ，
大多通過向美政治公關公司撒錢來
實現。對此，馬曉光表示，這些黑
幕和醜聞再次說明，民進黨當局出
於謀 「獨」 本性，拉攏外部反華勢
力，不擇手段，沒有底線。

▲逾半台灣民眾不相信美國會 「協防台灣」。圖為台灣民眾舉行集會反對進口美國
瘦肉精豬肉。
資料圖片

台胞心聲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日在例行發布會上就美台勾連等
相關問題回應傳媒關切，並強調 倚美謀獨 、 倚武謀
獨 必遭失敗。針對島內民調稱過半民眾不相信 美國協防
台灣 的承諾，他則回應指出，希望廣大台灣同胞辨明是
非、分清利害，堅決反對和遏制 台獨 ，和大陸一起攜手
沿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的道路走下去，和平統一
和民族復興必將實現。
﹂

美國總統拜登早前訪日時聲
稱， 「一旦大陸發動攻擊，美國將
會軍事介入以防衛台灣，這是美國
的承諾」 。對此，島內 「台灣民意
基金會」 最新民調結果顯示，對於
是否相信 「美國協防台灣」 ，
10.5% 非 常 相 信 ， 29.9% 還 算 相
信，28.8%不太相信，22.1%一點
也不相信，8.7%沒意見。超過五成
的台灣民眾表示，不相信拜登總統
的承諾。還有超過一半台灣民眾認
為，大陸如果發動進攻，台軍撐不
過100天。
馬曉光回應稱，島內的各種民
調虛虛實實，有不同傾向、不同設
計，我們不作具體評論。但他指
出，近年來，島內討論兩岸關係緊
張的氣氛和熱度都在上升，甚至討
論所謂 「武統」 或者戰爭的議題。
這種現象反映了台灣民眾、台灣社
會對民進黨當局謀 「獨」 挑釁所帶
來危險性和危害性的深層次擔憂。
馬曉光強調，大陸堅持 「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 的方針政策沒有
變。 「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台灣
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弟，沒有誰比
我們更願意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的
完全統一。」 他說， 「但對於膽敢
分裂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台
獨』 分裂行為，我們絕不會坐視不
管。」 他希望，廣大台灣同胞辨明
是非、分清利害，堅決反對和遏制
「台獨」 ，和大陸一起攜手沿着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的道路
走下去，和平統一和民族復興必將
實現。
此外，據報道，美國和中國台

目前島內許多民
眾已經不相信民進黨
當局 「抗中保台」 的
「大內宣」 了。台海
要重返和平，這是大
勢所趨，也是民心所
向。
民進黨當局妄想
「以武拒統」 、 「倚
美謀獨」 ，實際上是
把台灣綁在 「台獨」
戰車上。廣大台灣民
眾已認清形勢，不再
相信民進黨。

台北市民
林定芃

高雄市民
李正圻

台當局 「倚美謀
獨」 ，將自己武裝成
「刺蝟」 ，但根本打
不過解放軍。頭腦清
醒的台灣民眾都不想
為 「台獨」 或美國而
戰。
台軍武器老舊、
兵力訓練不足，一旦
發生戰事，台軍根本
抵抗不了幾天，美國
是不會出兵協防台灣
的。

台中市民
張立齊

台北市民
張穆庭

大公報記者 蘇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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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台灣民意基金會」

監管不力 台石斑魚養殖亂象叢生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
台辦發言人馬曉光29日在例行新聞發
布會上表示，輸入大陸的台灣地區石
斑魚的養殖戶都是台灣主管部門按照
島內規定和標準認定合格後允許的，
每一批輸大陸石斑魚都隨附台灣主管
部門簽發的證書，證明貨物合法性和
安全性。島內出現的所謂 「寄生黑
戶」 「借牌」 等亂象，完全是民進黨
當局監管不力、管理混亂所致。
去年以來大陸海關多次從台灣地
區輸大陸石斑魚中檢出孔雀石綠、結
晶紫禁用藥物和土黴素超標。
大陸今年6月13日暫停輸入台灣
石斑魚後，台農業主管部門聲稱，已
完成11個石斑魚養殖場的檢驗， 「都

沒有禁用藥物」 ，希望大陸盡快恢復
輸入。對此，馬曉光指出，去年底，
大陸向台灣有關方面通報石斑魚藥物
不合格情況後，台灣方面回覆 「未檢
出禁用藥物」 ，但近期大陸又從兩批
台石斑魚中檢出了禁用藥物結晶紫，
這說明相關問題根本沒有得到解決。

金廈若通橋 意義大於
小三通
關於廈門、金門如果通橋，國台辦發
言人馬曉光29日表示，這是順應兩岸民眾
民生訴求的好事。民進黨當局和某些綠營
政客「逢陸必反」，總會藉機煽動兩岸對
立，破壞兩岸關係，這種心態和做法不得
人心。他還說，某種程度上金廈通橋的意
義要比「小三通」大得多。橋通了，通過大
橋，人員就直接往來，貨物就直接流通，

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便捷通暢的呢？
對於台陸委會拿所謂 「安全風險」 說
事，馬曉光說，民進黨當局慣於以謊言對
台灣民眾進行恐嚇欺騙，當年推動兩岸直
接 「三通」 時，民進黨就大肆散布什麼大
陸 「木馬屠城」 、 「客機背後是軍機」 等
荒唐可笑的言論。事實證明，這都是不折
不扣的政治謊言。
大公報記者 朱燁

廈門下月舉辦海峽論壇大會

▲台灣石斑魚因驗出含有禁藥而被大
陸方面暫停進口。
中央社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29日在北
京表示，第十四屆海峽論壇大會預計7月
中旬在廈門舉辦，將延續 「擴大民間交
流、深化融合發展」 主題。
馬曉光在當天舉行的國台辦例行新聞
發布會上介紹了相關情況。

馬曉光說，本屆論壇將本着 「兩岸一
家親」 理念，堅持 「民間性、草根性、廣
泛性」 定位，為深化兩岸民間交流、助推
兩岸融合發展、促進兩岸民眾心靈契合持
續發揮積極作用。有關具體安排確定後會
及時發布。
中新社



民進黨當局
雙重標準
出賣農民利益

朱穗怡

台灣地區養殖的
石斑魚因被大陸海關
隔海
驗出含有危害人體健
觀瀾
康的孔雀石綠和結晶
紫等禁藥而被大陸方面暫停進口。台當
局第一時間不是徹查原因，而是反咬大
陸方面一口，揚言 「要向世貿組織提出
申訴，控告大陸違反國際貿易的規範和
慣例」 ，還叫囂 「不能依靠兩岸貿易，
要開拓日本等市場」 。這根本就是虛張
聲勢。台灣石斑魚含有致癌的有毒物
質，大陸方面為維護消費者權益和健康
而暫停進口，合情合理合法。島內輿論

也指出，台灣向世貿組織申訴石斑魚案
件不能成立，因為大陸對進口石斑魚的
標準是合理要求，台灣石斑魚只要有
1%存在問題都不能進口。
其實，要向世貿組織申訴的人應該
是大陸方面。台灣方面至今片面禁止進
口大陸830項農產品，嚴重違反國際貿
易的平等互惠精神。近日台當局農業部
門仍聲稱不會解禁進口大陸830項農業
品。到底誰違反世貿組織的規則，已是
一目了然。民進黨當局辯稱管制大陸農
產品進口是為了維護台灣農民的利益，
既然如此，那為什麼蔡英文不顧豬農反

對，強行開放進口美國瘦肉精豬肉呢？
台灣准許日本農產、工業產品進口，為
何卻禁止大陸830項農產、1400多項工
業產品進口？這分明就是搞雙重標準。
據悉，全世界做漁農產品出口的經
濟體，一定以進口地的標準作為標準，
因這涉及到進口地的消費者的食品安全
與健康。例如，日本對進口農產品的檢
驗標準就相當嚴格，所以台灣的漁農產
品、水果不容易銷往日本。大陸近年多
次從台灣石斑魚中檢出的孔雀石綠和結
晶紫是有毒的三苯甲烷類化學物，具有
高殘留、高致癌、高致畸及致突變等特

性，對人體健康會產生多種危害，是中
國大陸、台灣地區以及世界各國禁止使
用的藥物。大陸方面暫停進口「毒石
斑」，十分必要，完全符合貿易慣例。
至於台當局說 「沒有了大陸市場，
就開拓日本等其他市場」 ，這談何容
易？以民進黨當局 「逢中必反」 的畸形
心態，如果能找到其他市場，早就找
了。2016年12月民進黨上台不久即試
圖拓展台灣石斑魚在日本的市場，但數
據顯示，從2016年至今年5月這6年多
來，台灣石斑魚（含生鮮、冷藏及冷
凍）出口到日本僅204噸。去年台灣石

斑魚總出口量6681公噸，外銷給日本
的僅2噸，而銷往中國大陸則高達6100
多噸。可見，台當局開拓石斑魚在日本
的市場並不容易。據台當局官員指出，
台灣石斑魚最大的交易是龍虎斑，即龍
膽石斑和老虎斑的交配種，但日本擔心
龍虎斑在岩礁區域成長會吃下藻類，導
致石斑體內會累積 「雪卡毒」 ，即藻
毒，所以石斑魚在日本銷情始終不佳。
正是 「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
行」 ，大陸暫停進口含有禁藥的台灣石
斑魚措施科學合理，符合慣例，倒是台
當局無理取鬧、自取其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