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肯定沒有料
到，她四處炫耀的對我國台灣地區的竄
訪，為中方提供了難得反擊時機，推動
我國統一進程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從今
日開始，解放軍將圍繞台灣島展開連續
三天的軍事演習，海陸空全覆蓋，這是
數十年來的第一次，而這樣的軍事演習
和封鎖將常態化、規模化、實戰化。事
實證明，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進程不可阻擋，這是歷史的必然。
佩洛西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嚴正交
涉竄訪台灣，這是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的嚴重侵犯，是對台海和平穩定的嚴
重破壞，向 「台獨」 分裂分子發出嚴重
錯誤信息。但佩洛西及 「台獨」 分裂勢
力不要高興得太早，鬥爭才剛剛開始。
中方推出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昨日起
暫停向台灣地區出口天然砂。製造芯片
的原料是硅片，而硅片的原料是天然
砂，台灣天然砂九成以上來自大陸，而
芯片佔台灣出口額巨大比例，沒有了大
陸的天然砂供應，台灣的核心產業將面
臨沉重打擊。
對 「台獨」 分裂勢力最大的震懾，
莫過於解放軍今日開始的新一輪軍事演

習。今次演習與以往大不同，從前晚公
開的演習地圖來看，台灣島東南西北都
被圍起來，形同 「包餃子」 。這樣的軍
演形勢和規模前所未有，許多人說，過
去想都不敢想，如今成為現實。
將時間軸拉長來看，自上世紀九十
年代開始， 「台獨」 分裂勢力 「倚美謀
獨」 ，推動 「去中國化」 ，大陸軍事演
習等反制措施也不斷改進完善。1997年
的對台軍演，在福建沿海舉行；到了
2016年台灣 「藍天」 再次 「變綠」 ，大
陸的軍事演習向海峽縱深推進，但沒有
越 過 所 謂 「 海 峽 中 線 」 ； 再 到 2020
年，大陸的軍演在台灣南北兩端展開，
一年軍機穿越 「中線」 幾百架次；到了
今日的大陸軍演，對台灣全包圍， 「海
峽中線」 不復存在。可以說，台灣已在
「囊中」 ，在適當的情況下，收復寶島
有如探囊取物。
孫子兵法云： 「軍爭之難者，以迂
為直，以患為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
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
也。」 意思是，軍事鬥爭的高境界，是
以迂迴為直取之道，變憂患為有利，變
被動為主動。後發制人，取得勝利。我

國奉行防禦型戰略，不惹事但也不怕
事，有着充分的戰略定力和豐富的鬥爭
技巧，不會浪費任何一次打反擊的機
會。正如當年日本當局圖謀將中國領土
釣魚島永久據為己有，採取所謂 「國有
化」 行動，結果弄巧反拙，促成中方對
釣魚島的常態化巡航。今次在台灣問題
上也不會例外。
佩洛西曾將香港黑暴形容為 「美麗
風景線」 ，現在她還敢這樣說嗎？今日
她自以為竄訪台灣 「成功」 ，得意洋
洋， 「台獨」 分子和國際反華勢力也興
奮莫名，可是，這種快樂是非常短暫
的。中方的反制措施堅決果斷，有力有
效，美方和 「台獨」 分裂勢力將持續感
受到。而回望每一次美方主動對中方發
起的挑釁，哪一次不是自取其辱，自食
其果？今次將痛感更深、輸得更慘！
中國的統一進程不可逆轉，沒有任
何勢力可以阻擋。美台勾連挑釁在先，
中方採取任何反制措施都是正當和必要
的，這也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應有的權
利。玩火者必自焚，美國在台灣問題上
背信棄義，公然玩火，與十四億中國人
為敵，絕不會有好下場！



美台勾連枉費心機 祖國統一進程加速

消費券值得點讚
第二階段消費券於本周日派
發 ， 600 多 萬 合 資 格 市 民 將 獲 得
5000至10000元不等的消費券。今
次與過去之最大的不同，就是有
了 「加減法」 ，加入了10多萬 「港
漂」 等新移民，減去了10多萬已移
民者，更為公平和合理。
此前年滿18歲以上的永久性居
民才可取得消費券，居港未夠七
年的新來港人士無份。其實，新
來港的 「港漂」 包括許多專業人
士、企業家等，在港工作也交
稅，對香港的庫房有貢獻，暫時
不是但有資格成為本港永久性居
民，成為建設香港的重要力量。
他們履行了依法納稅的義務，理
應享受消費券福利。
再說香港人口出生率低，需
要新鮮血液，香港發展創科更需
要吸引人才。包括立法會議員在
內，不少社會人士建議將 「港
漂」 納入受惠名單，釋出香港
「歡迎人才」 的信息。
特區政府從諫如流，早前調
整了領取消費券的資格，有條件

成為永久性居民的香港居民亦能
受惠。所謂 「禮輕義重」 ， 「港
漂」 們為此雀躍，增加了對香港
的歸屬感。商家更是無任歡迎，
更多人有資格取得消費券，對刺
激市場有幫助。
政府庫房是否因此增加了支
出？未必。近年香港有不少人移
民外地，有些正在辦理移民手
續，他們不再以香港為永久居留
地，也不再為香港交稅，自然失
去了領取消費券的資格。事實
上，消費券是因應新冠疫情而
來，旨在振興市道、發展經濟，
已移民者領取消費券，如何在港
消費？特區政府又何必做 「冤大
頭」 呢？
庫房中的一分一毫都要用得
其所，發揮其應有作用，不能浪
費，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特
區政府調整消費券的領取資格是
正確的做法，未來有機會再 「派
糖」 或消費券時，需要進一步優
化程序，以便民為
龍眠山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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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早晨，新黨來到台立法機構外持續抗議美國眾議長佩洛西竄
訪，並直斥佩洛西禍害台灣。
網絡圖片

﹂

表明立場

【大公報訊】綜合聯合
新聞網、中時新聞網報道：
依據行程，美國國會眾議長
佩洛西 日上午竄訪台當局
立法機構，當日早晨，新黨
赴立法機構外持續抗議，直
斥佩洛西禍害台灣。島內統
派團體就佩洛西竄訪發聲
明：反對 台獨 分裂、拒
當美國 棋子 。島內輿論
則指出，佩洛西 訪台 這
盤棋，贏家是誰暫難分曉，
但毫無疑問，輸家絕對有台
灣。
﹁

3

3

﹁
﹂

﹂

佩洛西8月2日晚至3日率團竄訪台
灣。其間，包括新黨、中華統一促進
黨、勞動黨、統一聯盟黨、 「藍天行動
聯盟」 、夏潮聯合會、台灣地區政治受
難人互助會等在內的島內多個統派團體
在佩洛西下榻的台北君悅飯店、台立法
機構等處所前進行抗議活動，高呼 「佩
洛西滾回去」 「美國不要干涉中國內
政」 等口號表達抗議、不歡迎佩洛西來
台。
依據行程，佩洛西3日上午將拜訪
台當局立法機構，當日一大早，新黨就
來到台立法機構外持續抗議。新黨主席
吳成典直斥佩洛西帶來禍害給台灣，
「我們每年跟中國大陸貿易有1716億
多美金的貿易順差，現在佩洛西一來，
中國大陸就先阻擋台灣百多項食品了，
再過幾個禮拜，紡織業、電子業等都會
受害，佩洛西會賠我們嗎？」

緊張局勢，或將引發 「第四次台海危
機」 。《聯合報》3日刊文直指佩洛西
是為了 「追求她個人歷史定位」 。文章
稱，近年美國政治人物頻頻 「訪台」 ，
有人為了軍售，有人為了商機，有人則
把台灣當成政治秀場。可一切後果都最
終由台灣承擔。因佩洛西 「訪台」 ，台
股已經預跌兩日。台灣民眾要珍惜既有
和平，不能任政客把台灣搞得烏煙瘴氣
又不收拾。
《中國時報》3日的評論文章則指
出，美、台此次一唱一和，政治上或許
真能暫時賺到各自利益；但台灣必然承
受慘痛的經濟損失， 「贏了面子卻賠了
裏子」 。佩洛西 「訪台」 這盤棋，贏家
是誰暫難分曉，但毫無疑問，輸家絕對
有台灣。

張立齊（台中）
佩洛西竄訪台
灣，我看到民進黨當
局卑躬屈膝的媚態，
也看到了諸多島內愛
國團體高舉旗幟，高呼 「佩洛西滾回
去」 。我相信，任何膽敢在台海挑釁
者，解放軍都將予以痛擊。

劉震遠（台中）
佩洛西竄訪事
件，雖然美國官方一
直宣稱是她個人行
為，可是從她出行的
規格以及保護機制等種種跡象可看
出，這是美方極其危險的挑釁行為。

恐引發「第四次台海危機」
就佩洛西竄訪台灣，台灣民間多個
統派社團所組成的兩岸和平發展論壇3
日發表聲明，呼籲台灣社會各界在維護
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大是大非問題上，
要反對 「台獨」 分裂活動，維護 「九二
共識」 ，拒當美國 「棋子」 ，才能真正
帶給台灣社會和平安定、繁榮進步的生
活前景。
在台媒看來，佩洛西此行加劇兩岸

台青怒斥佩洛西竄訪

洛克思（台北）

▲2日晚，台灣民眾在佩洛西下榻的台
北君悅酒店前抗議。
網絡圖片

佩洛西此次竄訪
只是為了滿足她自己
的 「政治秀」 ，島內
不少年輕人都覺得很
氣憤。我們奉勸美方趁早收手，不要
插手台灣問題，不要禍亂台海和平。
大公報記者蘇榕蓉整理

台青：對祖國統一大勢深信不疑
【大公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
道：由深圳台商協會主辦的 「2022年
台灣青年深圳暑期實習活動」 近日正
式啟動，70位台灣青年分別在45家企
業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實習活動。8月3
日，在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舉行的台
灣學生座談會上，不少台青表示，通
過實習活動開拓了眼界，感受到了大
灣區發展的新機遇。同時，他們表
示，台灣的前途繫於國家統一，祖國
完全統一一定能實現。

在暨南大學讀法學專業的台青張
皓在深圳一家律師事務所實習，談及
美國眾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張皓稱
看到新聞後的第一反應是震驚。他直
言自己學習法律的原因是為了兩岸統
一後，更好幫助台胞融入祖國， 「我
對祖國統一的大勢更深信不疑，希望
兩岸早日統一。」
在浙江大學就讀的林宥均亦表
示，作為台灣青年，很開心能夠來大
陸學習，增長了見識，也深刻的感受

到了大陸人民的熱情， 「我和家人都
非常希望兩岸能夠和諧共處，就目前
的局勢來看，希望兩岸能減少動盪和
裂痕。」
在湖南大學金融系就讀的台青賴
正軒，目前在一家孵化企業實習，負
責財務工作。他說，通過一段時間實
習，覺得深圳是一個包容力非常強的
地方， 「讓我有一種回到家鄉的感
覺，畢竟始終都是同根同源，很有歸
屬感。」

桃園機場兩天至少取消72個航班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美國
國會眾議長佩洛西2日晚抵台，中國人
民解放軍隨即宣布從8月4日中午起連續
三整天在台灣周邊6個區域舉行軍演。
台媒3日報道稱，根據桃園機場信息，3
日、4日兩天至少有72個航班取消，不
過機場稱，這與軍演無關。
根據桃園機場官網顯示，截至3日
中午，共取消32個航班；4日則有多達

40個航班取消。台北松山機場3日同樣
有航班取消，總計取消4班，為台北到
上海浦東，來回航班都有取消的情況。
桃園機場表示，有些航班取消主要是受
到疫情影響，詳細原因要以航空公司公
告為主。目前航班起降也都正常，沒有
受到軍演影響。海運部分，台航港局當
天發布公告，提醒船舶避開演訓區域，
改以替代航線方式進出各港口。

島內網絡民調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展開亞洲
行，請問你歡迎佩洛西來台嗎？

總票數：20876
（截至2022年8月3日19：48）
不 歡 迎 ， 64%
佩洛西此
行恐破壞
台海穩定

1%

13439票

34%

沒意見

286票

歡迎，佩洛西來台
利大於弊 7151票

▲3日，台灣民眾在佩洛西參觀區域外
抗議，被警方包圍驅離。
中央社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在線民調

港商嘆雪上加霜
【大公報訊】對於美國眾議長佩洛
西竄訪台灣之後續影響，有港商坦言，
擔憂令原本已欠佳的中美貿易關係雪上
加霜，或因此使美國延遲取消部分對華
關稅，致美國無法有效降低通脹壓力，
而中國產品可能亦因關稅而削弱競爭
力，繼而拖慢全球經濟復甦力度。
有不願透露姓名的港商對大公報表
示，中美貿易關係一向唇亡齒寒，可謂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儘管近年在關稅
問題上有摩擦，但雙方貿易不可能完全
切割。然而，佩洛西竄訪台灣地區，將
令中美兩國關係走向對立，最終沒有一
個是贏家。佩洛西這次行程，只為其個
人獲取政治本錢。據他了解，不少台商
擔心，這勢必激起內地消費者對台商品
反感，甚至可能觸發罷買潮，最終令台
商失去龐大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