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台辦：台當局謀獨不收斂必遭更嚴厲打擊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國務
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9日在答
記者問時表示，吳釗燮是 「台獨」 頑固
分子，有關言論顛倒黑白、混淆視聽，
再次暴露出其頑固謀 「獨」 本性。
有記者問：吳釗燮再度大放厥詞，
誣稱大陸無理 「挑釁」 ，對台 「軍事威
脅」 改變現狀，呼籲愛好 「民主、自
由」 的國家支持台灣，維護台海現狀。
對此有何評論？馬曉光作上述回應。
馬曉光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
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儘管海峽兩

岸尚未完全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
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中國主權和領
土從未分割。這是兩岸關係的法理與現
實。無數事實充分證明，民進黨當局是
台海現狀的破壞者。民進黨上台以來，
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 「九二共
識」 ，公然散布 「中華民國台灣」 、
「兩岸互不隸屬」 等 「兩國論」 謬論，
這不是企圖改變現狀是什麼？

民族利益，靠外部反華勢力，特別是
「倚美謀獨」 實現政治野心。佩洛西竄
台鬧劇充分說明，民進黨當局是不折不
扣的挑釁者。
民進黨當局不斷煽動兩岸對立對
抗，推行 「台獨」 活動，勾連外部勢力
公然挑釁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
壞台海和平穩定，嚴重損害兩岸同胞共
同利益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這不是挑
釁是什麼？
馬曉光指出，在我們一系列堅決有
力的反制措施下，民進黨當局不思悔

民進黨歪曲事實不思悔改
馬曉光說，民進黨當局企圖靠出賣

改，反而公然歪曲事實，把自己包裝成
「受害者」 的角色， 「告洋狀」 ，編造
「威權」 與 「民主」 的敘事，掩蓋其謀
「獨」 挑釁的本質與行徑。
眾所周知，西方反華勢力口中的所
謂 「民主」 不過是干涉別國內政的藉
口，而民進黨當局口中的所謂 「民主」
更是其煽動 「反中抗中」 、謀 「獨」 挑
釁的 「遮羞布」 。
馬曉光表示，我們捍衛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的鬥爭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支
持。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對一個中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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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馬曉光說，我們正告民進黨當局，
如果在挾洋自重、謀 「獨」 挑釁的邪路
上不收斂，必將招致更加嚴厲的打擊。



台逾半人不信美日出兵助台
六成人不滿蔡兩岸政策 痛斥佩洛西竄訪惹禍
﹂

﹂

台
▼灣 民 眾 上 周 舉 行 集 會 ， 抗 議 美 國 國 會 眾 議 長 佩 洛 西 竄 台 導 致 台 海 局 勢
升溫。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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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怨載道

【大公報訊】據台媒報
道：台灣最新民調數據顯
示，針對美國國會眾議長佩
洛西竄訪台灣地區，島內
的台灣民眾認為弊大
45.1%
於 利 ， 27.4%
認為利大於
弊；對民進黨當局的兩岸政
策，不 滿 意 者 則 高 達 59.3%
。
民調還顯示，若台海發生戰
事 ， 有 56.2%
的台灣民眾認
為美國不會 出兵助台 ，
的人認為日本不會
53.9%
出兵助台 。島內學者指
出，台灣基層民眾、尤其是
南部農漁業者，對大陸經濟
反制舉措的感受較為強烈，
皆因民進黨當局附和佩洛西
訪台 招來橫禍。

﹁

﹁

﹂

據中時新聞網報道，佩洛西竄
訪台灣地區，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
則，引發台海局勢緊張。國民黨「立
委」江啟臣9日舉行記者會公布最新
民調。數據顯示，針對佩洛西「訪
台」，45.1%的人認為是弊大於利，
27.4%認為是利大於弊，22.9%認
為利弊各半。對於民進黨當局領導
人蔡英文的兩岸政策，滿意者為
37.3%，不滿意者高達59.3%。另
外，有61%民眾認為兩岸經貿與交
流，可以降低緊張關係。
對於若台海發生戰事，美、日
是否「出兵助台」，民調顯示，認為美
國會「出兵協防台灣」的有32.4%、
認為不會出兵的為56.2%；認為日
本會「出兵協防台灣」的有34.8%，
不會出兵的為53.9%。
在 「守衛台灣」 的議題方面，
僅26.6%民眾認為 「台海若發生戰
事，台島有足夠能力自保」 ，有高
達65.7%認為沒有；僅只有26.3%
的人認為當前蔡當局在軍事與非軍
事層面上有做好準備，高達68.8%
認為準備不充分。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成功大學
政治學系教授丁仁方表示，台灣基
層民眾、尤其是南部農漁業者，對
大陸經濟反制舉措的感受較為強
烈，皆因民進黨當局附和佩洛西

「訪台」 招來橫禍。

蔡當局行徑違背民意
另據大公報記者蘇榕蓉報道：
廈門大學台研院副院長張文生教授
向大公報表示，島內最新民調顯
示，台灣民眾對於美國所謂 「協防
台灣」 的信任度急劇下跌，說明民
進黨當局搞 「美台勾連」 並沒有增
加民眾對美國的信任。
張文生指出，民進黨當局自
2016年5月上台後，拒不承認體現一
中原則的 「九二共識」 ，而且走
「親美抗中」 路線，尤其近來 「美
台勾連」 頻繁，嚴重破壞兩岸關
係，使得兩岸關係處於戰爭邊緣，
這對於絕大多數希望兩岸和平、兩
岸關係穩定的台灣民眾來說，是不
能接受的。

島內最新民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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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奉行 「台獨」 黨綱，破壞
兩岸關係，引發島內民眾不滿。
資料圖片

弊大於利
利大於弊

台貨須標中國台灣台當局不反對
施。據報道，蘋果公司日前已告知供
應商，應嚴格遵守中國海關規定。從
台灣出貨到大陸的零組件，產地必須
標示為「中國台灣」（Taiwan, China）
或「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若
違反相關規定可處以罰款，甚至貨物
將不予放行。台當局稱，對於改標一
事 「不會說認同，但也不會反對」 。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據
中國日報網8月9日報道，美國國會眾
議長佩洛西亞洲之旅結束了，不過，
據美國媒體爆料，美國官方代表團的
名單裏沒有佩洛西的兒子小保羅．佩
洛西，但他卻出現在亞洲訪問場合之
中。美國媒體分析，這很可能與他在
亞洲的不正當生意有關。
據悉，小保羅．佩洛西旗下的企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民
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林智堅被指控其
台灣大學碩士論文，涉嫌抄襲另一名
學生余正煌。台大9日公開說明，認定

27.4%
22.9%

不滿意

59.3%
37.3%
兩岸若發生戰事，台島能否自保

不能
能

業涉及鋰電池業務，而亞洲的鋰礦資
源豐富。外媒報道指出，小保羅．佩
洛西大量投資新加坡能源產業，在韓
國也有生意。美國媒體報道，在佩洛
西的亞洲訪問行程裏，媒體拍到小保
羅．佩洛西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台
灣地區和日本的場合裏出現。有外媒
稱，近些年小保羅．佩洛西利用其母
親的影響力賺盡錢財。

綠營參選人抄襲論文被撤銷碩士學位

45.1%

對蔡英文兩岸政策是否滿意

滿意

佩洛西竄台 兒子被揭隨行撈金

34.8%
佩洛西竄訪對台灣影響

利弊各半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大
陸近期開始實施新規，要求台灣出口
貨品產地必須標註 「中國台灣」 或
「中國台北」 。台當局稱，廠商可先
改標籤，後續再向業者了解看可以如
何協助。
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訪台後，
大陸在多個層面展開一系列反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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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26.6%
來源：中時電子報

▲國民黨9日呼籲民進黨參選人林智
堅退選。
中央社

林智堅抄襲余正煌論文且情節嚴重，
撤銷林智堅碩士學位。
台大學術倫理審定委員會召集
人、社科院院長蘇宏達隨後說明，經
比對林智堅與余正煌論文，相似度超
過40%。之後委員又進行逐章、逐
段、逐句比對，認定兩人論文在研究
對象、分析架構、目錄結構、圖表圖
示、論文摘要及部分章節均有高度相
似性。此外，兩篇論文出現大量錯誤
相同的情況，因而確認抄襲存在且情
節嚴重。而余正煌論文最後完成時間
是2016年7月，林智堅則是2017年1
月，於是得出發表在後的林抄襲余的
結論。



掏空
一中原則華府自食苦果

朱穗怡

古語云 「自作孽
不可活」 。美國國會
眾議長佩洛西不顧中
方強烈反對和嚴正交
涉，執意竄訪中國台灣地區，嚴重違反
一個中國原則，中方對於美方的挑釁行
徑採取了八項反制措施，包括取消安排
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取消中美國防
部工作會晤；取消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
商機制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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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打擊跨國犯罪合作；暫停中美禁毒
合作；暫停中美氣候變化商談。這可謂
近年中方對美方採取的最為嚴厲的反制
措施，也是外界傳遞了清晰的政治信
號：美方不能一邊要求中方配合其政策

隔海
觀瀾

實施，一邊卻損害中方的核心利益。中
國大陸早就警告過美國，縱容鼓勵 「台
獨」 勢力，試圖歪曲和掏空一中原則，
不僅將把台灣帶入極其危險的境地，也
將使美國面臨不可承受的代價。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建交的政治基
礎，但多年來美方卻在一個中國原則上
搞 「兩面手法」 。根據中美三個聯合公
報的規定：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
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
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美國不尋求執
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
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
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
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

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然而，
多年來，美國並沒有嚴格遵守這些承
諾，不僅持續向台出售武器，而且次數
越來越多、金額越來越大、所售武器越
來越先進，甚至還派出軍事人員赴台協
訓。近年，美國為了保住 「世界一哥」
的地位，全面圍堵中國發展，加大了打
「台灣牌」 的力度和頻率，尤其是擴大
美台 「官方往來」 。佩洛西雖然不是美
國政府官員，但是美國國會眾議長、美
國政壇第三號人物，其竄訪台島，助長
了 「台獨」 分子的囂張氣焰，嚴重破壞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嚴重破壞台海和平
穩定，而拜登政府雖然曾釋出不支持佩
洛西 「訪台」 的聲音，但最終仍是派軍
機配合佩洛西出訪，根本就是唱雙簧。

對於美方嚴重踐踏中方底線、嚴重損害
中國人民感情，中國政府怎能不作出嚴
厲反制？
在八項反制措施中，前三項是取消
涉及中美兩軍之間的溝通機制。以往中
方在制裁美國對台軍售的措施曾包括
「推遲中美兩軍部分交往項目」 和 「推
遲雙方擬舉行的中美副部長級戰略安
全、軍控與防擴散等磋商」 ，這次則是
直接 「取消」 ，反制層級明顯提高。國
防部層級、戰區層級、海上安全層級是
中美軍事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取消這
些層級的溝通機制，意味着中美兩國在
軍事互信上降至冰點，而責任全在於美
方。佩洛西專機的安全由美國國防部負
責，這無異於支持和配合佩洛西挑釁中

方的行徑。美國軍方損害中方主權利
益，使得中美軍方交流機制已沒有存在
的必要。
至於後面五項反制措施，是關於暫
停中美在司法、禁毒、氣候等領域的合
作。這亦是擊中美方要害。改善全球暖
化、減少碳排放是拜登政府的重要政
策。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
國，如果沒有中方的配合，華府難以達
到目標。此外，遣返非法移民、禁毒也
是美國相當關注的社會問題，沒有中方
的合作，美國的毒品控制將更加困難。
中方罕見一次公布八項反制美國的
措施，是再次嚴厲警告美國政府：違反
一個中國原則，損害中國核心利益，必
然付出巨大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