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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升級

針對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的劣行，，中國外交部 月月 日宣布八項反
制措施，，包括取消安排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暫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暫停
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合作、、暫停中美氣候變化商談等內容。。外交部還宣布，，根據中華
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對佩洛西及其直系親屬採取制裁措施。。北京國際問題專家對
《《大公報》》表示，，這一攬子制裁措施具有實質作用，，對於在中國內政問題上指手畫
腳腳、、大做文章的 惡人 和和 惡行 ，，都能起到切實的威懾與反制作用。。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北京報道

中方制裁佩洛西
八措施反制美國

Ta Kung Pao
2022年8月6日 星期六

取消中美戰區高層通話 暫停刑事司法合作

﹁

針對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的劣行，，中中
國外交部 月月 日宣布八項反制措施，，此外還宣布
對佩洛西及其直系親屬採取制裁措施。。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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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七月初九日 第42732號
今日出紙二叠六張半 零售每份十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中方八措施叫停 中美合作
1. 取消安排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

5. 暫停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合作

8

2. 取消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

6. 暫停中美打擊跨國犯罪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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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消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

7. 暫停中美禁毒合作

4. 暫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8. 暫停中美氣候變化商談
來源：新華社

◀台灣民眾日
前舉行集會，
怒罵佩洛西竄
訪給台灣帶來
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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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洛西長期反華 惡行昭彰
炮 製示威鬧劇
• 1991年，佩洛西訪問北京，其間竟然在天安

門廣場公然造謠，煽動反華。

反 對 中國辦奧運
•佩洛西反對中國申辦奧運會，並慫慂當時的美

國總統喬治．布什抵制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
會，但不成功。

唯 恐香港不亂
• 2017年，佩洛西在美國國會接見香港反修例

為「港獨」撐腰
• 佩洛西一直與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關係密

切，是其美國的接頭人。除了李柱銘，在
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佩洛西還先後與竄訪
美國的亂港頭目黎智英、黃之鋒、李卓人、吳
靄儀、涂謹申、羅冠聰等人見面勾結，公然包
庇及支持反中亂港，為 「
港獨」撐腰打氣。

煽 動極端暴行
•2019年6月19日，佩洛西無視反中亂港分子的

聲 援亂港分子
•2021年4月，因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黎

智英被依法判處監禁14個月，李柱銘則判囚
11個月、緩刑2年，餘者獲刑不一。佩洛西隨
即在推特發文，誣稱逮捕李柱銘等反中亂港分
子是 「北京攻擊法治的又一跡象」並 「感到悲
傷和不安」。

炮 製「挺台」法案

外交部還宣布：佩洛西不顧中方嚴
重關切和堅決反對執意竄台，嚴重干涉
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嚴重踐踏一個中國原則，嚴重威脅
台海和平穩定。針對佩洛西惡劣挑釁行
徑，中方決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有
關法律，對佩洛西及其直系親屬採取制
裁措施。
一位北京國際關係問題專家5日對大
公報表示，外交部一攬子制裁措施對於
佩洛西個人及其親屬具有實質作用，表
明了中方對於嚴重干涉中國內政的 「惡
人」 絕不留情，一定說到做到，給予制
裁，並讓國際社會都看清其嘴臉，使其
名譽掃地。另一方面，對於竄訪台灣這
樣的 「惡行」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更
是絕不答應，包括取消中美兩國對話機
制、暫停相關合作等措施，都有很強的
現實意義。以氣候問題合作為例，作為
美國政府的施政重點，失去了與中國的
合作協調，必將導致美國相關政策遭到
重大挫敗。

特區政府全力配合中央
就外交部昨日宣布針對美國國會眾
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採取八項反制
措施及對佩洛西實施制裁，特區政府發
言人重申，特區政府對任何外部勢力干
預中國內部事務堅決反對，全力支持和
配合中央採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捍
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發言人表示，
特區政府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並和中
央政府相關單位保持聯繫。

佩洛西反華，卻通過兒子大賺中
▼
國錢。圖為其兒子曾在推特寫上 祝
賀中華人民共和國 周年國慶 。

各種極端暴行，聲稱 「有200萬人上街反對修
訂《逃犯條例》，那不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嗎？」公然縱容和鼓勵反中亂港分子採取違法
暴力手段同中央和特區政府對抗。

制裁適用直系親屬

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外國國家違反
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以各種藉
口或者依據其本國法律對我國進行遏
制、打壓，對我國公民、組織採取歧視
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國內政的，我國有
權採取相應反制措施。
對於佩洛西可能會承擔哪些後果，
有分析指出，根據上述法律，國務院有
關部門可以對上述個人、組織採取一種
或多種措施，比如不予簽發簽證、不准
入境、註銷簽證或者驅逐出境；查封、
扣押、凍結在我國境內的動產、不動產
和其他各類財產；禁止或者限制我國境
內的組織、個人與其進行有關交易、合
作等活動；還有其他必要措施。
此前，我國曾決定對美國前國務卿
蓬佩奧等28人實施制裁，這些人及其家
屬被禁止入境中國內地和香港、澳門，
他們及其關聯企業、機構也已被限制與
中國打交道、做生意。

凍結財產禁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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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1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
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該法第三條
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對霸權主義和
強權政治，反對任何國家以任何藉口、

﹂
﹁

•今年2月，佩洛西帶領眾議院通過《2022美國

競爭法案》，呼籲美國行政部門為台駐美代表
處 「
正名」進行協商。

執 意竄訪台灣
• 2022年8月2日，佩洛西不顧中方嚴重關切和

堅決反對執意竄台，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
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踐踏一個中國
原則，嚴重威脅台海和平穩定。

▲大公報8月3日揭露《佩洛西反華 家人狂賺中國錢》。

大公報揭露 佩洛西家族狂賺中國錢

人士，推動所謂《香港人權與自由法》。

針對佩洛西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嚴
正交涉，執意竄訪中國台灣地區，中國
外交部8月5日宣布採取以下反制措施：
一、取消安排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
二、取消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三、取
消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
四、暫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五、
暫停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合作。六、暫停
中美打擊跨國犯罪合作。七、暫停中美
禁毒合作。八、暫停中美氣候變化商
談。

大公報記者整理

【大公報訊】記者周揚、龔學
鳴、彭子河報道：美國國會眾議長佩
洛西不顧中方嚴重關切和堅決反對執
意竄訪台灣，大搞政治爛騷，終引火
上身，昨日，中方宣布對佩洛西及其
直系親屬採取制裁措施。
據美媒報道，佩洛西家族投資
亞洲資產暴富，兩年間獲6200萬美
元（4.83億港元）收益。

兒子在亞洲及香港牟利
佩洛西兒子小保羅持股或出任
董事的3間公司，在亞洲、中國大陸
及香港營商牟利，包括持有70萬股
權，於2017年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的中國科技企業播思。另外，小保羅
持 27500 股 權 的 Global Tech
Industries Group，去年1月與一間
在港上市的 「大唐西市絲路投資控股
有 限 公 司 」 的 全 資 子 公 司 DTXS
Auction Ltd.簽訂諒解備忘錄，開
發元宇宙中國藝術品。

人大代表：全力支持制裁佩洛西
此外，佩洛西丈夫上月因捲入
內幕交易醜聞，拋售股票損手逾34
萬美元（265.2萬港元），本月涉
酒駕不認罪，被捕後體內被檢測出
毒品，現今又因老妻為抽政治油
水，被攬炒隨時一鋪清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說，
全力支持外交部制裁佩洛西。佩洛西
竄訪台灣，行為令人不齒，全中國人
民都不能接受。台灣問題是中國內
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

▲佩洛西曾勾結亂港分子黃之鋒、羅冠聰及何韻詩等人，煽動反中亂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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