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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決反制台美勾連行徑
損害中國核心利益不可能得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表示將解除美國與台灣官員交往限制，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中方對美方上述舉動堅決反對，予以強烈譴責。美

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是向中方作出過嚴肅承諾的，

美方應該言而有信，不得以任何借口曲解和背離。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11日就此應詢表示，民

進黨當局給外部勢力當棋子、「倚美謀獨」只會給

島內民眾帶來嚴重災難。我們將採取堅決有力措施

反制任何台美勾連行徑。

據媒體報道，蓬佩奧稱將
解除美國和台灣方面官

員交往限制。

美作過承諾應言而有信
趙立堅當天就此表示，中
方對美方上述舉動堅決反
對，予以強烈譴責。世界上
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
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
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
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事實，
也是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他說，美國政府在台灣問
題上是向中方作出過嚴肅承
諾的。1978年 12月 16日發
表的《中美建交公報》明確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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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
應該言而有信，不得以任何
借口曲解和背離。
趙立堅指出，美方所謂
「與台灣關係法」嚴重違反
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
合公報規定，中方從一開始
就堅決反對。在台灣問題
上，美方應該遵守的是一個
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
報規定，而不是美方單方面
搞的什麼「與台灣關係
法」。

外力阻中國統一必遭堅決回擊
「中國人民捍衛主權和領
土完整的決心堅定不移。我
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

阻擋中國統一進程，利用台
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任何
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行徑都
將遭到中方堅決回擊，也不
可能得逞。」趙立堅說。
他指出，台灣問題始終是

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
的核心問題。一個中國原則
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也
是雙方建立和發展外交關係
的前提。我們敦促美方恪守
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
合公報規定，停止任何提升
美台關係、加強與台軍事聯
繫的言行。
「我們奉勸蓬佩奧之流認

清歷史潮流，停止操弄涉台
議題，停止倒行逆施，不要
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越走
越遠，否則必將遭到歷史嚴
厲懲罰。」趙立堅說。

違一中及中美三公報非法無效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11日就此應詢表示，民進黨
當局給外部勢力當棋子、
「倚美謀獨」只會給島內民
眾帶來嚴重災難。我們將採
取堅決有力措施反制任何台
美勾連行徑。
朱鳳蓮說，我們多次重申

堅決反對美國和中國台灣地
區進行官方往來。一個中國
原則是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礎
和根本前提。恪守一個中國
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是美國政府做出的承
諾。任何違反這一承諾的做
法，都嚴重違背國際關係基
本準則，非法無效。

外交部
國台辦：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外媒報道，美國
芝加哥日前發生一起連環槍擊案已導致
至少3人死亡、4人受傷，其中一名遇
難者證實為來自中國的30歲芝加哥大
學學生。
當地時間9日約下午1時50分，該名

中國留學生Yiran Fan（音譯范軼然）
為首個遇害者，他在公寓停車場的車內
遭32歲非裔槍手南丁格爾擊中頭部身
亡。
10日下午，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公

告稱，范軼然為來自中國的該學院經濟
金融博士四年級學生，他是一名聰明又
極具天賦的學生，受到同學們愛戴。范
軼然原本計劃在今年提交他的博士論
文，他主要研究領域包括銀行資產負債
管理的互動、信息靈活下的篩選競爭研
究等。

警方料槍手隨機殺人
事後當天，警方在搜捕中已經將嫌疑

人南丁格爾擊斃。警方認為槍手是隨機

選擇受害者的，過去兩年他在社交媒體
上發布的一些視頻表明他可能有心理問
題。
例如，在槍擊案發生前兩天，南丁格
爾在視頻中持槍對着攝像頭，口齒不清
地說：「沒有音樂……我不需要安全
帶。我要來了，女孩」。8日曾在臉書
視頻中揮舞槍支，稱要隨機殺人，甚至
揚言「我要炸掉整個社區」。事發後，
10日上午10時30分左右，臉書關閉了
南丁格爾的主頁。
新冠疫情期間，美國槍支暴力案件頻
頻發生。當地時間8日，密歇根州底特
律市發生槍支暴力案件，導致3人死
亡；佛羅里達州、紐約州、加利福尼亞
州、華盛頓特區和康涅狄格州等多地，
當天也都發生了槍支暴力案件，造成至
少6人死亡，8人受傷。
根據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數據顯示，

在今年剛過去的僅8天時間內，槍支暴
力案就已經導致了844人死亡，664人
受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北京
報道）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了
《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
年）》，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
個關於法治中國建設的專門規

劃，規劃對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做出部署
安排，並提出要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北
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國兩制法制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田飛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港澳實踐
「一國兩制」的基本經驗對台灣方案仍有借鑒和
參考意義。香港「一國兩制」的未來發展需要突
出重點，聚焦「一國」的法理基礎與治權落實。

田飛龍認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制度化
與和平統一作為解決台灣問題最佳方案，這是中
央對台工作在新時代的基本準則，在此次法治五
年規劃中得到了清晰的確認與推進。「兩制」方
案取決於兩岸中國人共同的歷史責任感與政治合

作，取決於大陸堅定的和平統一決心、意志、善
意與執行力，也取決於台灣當局對台灣前途與命
運的負責任思考與相向而行。在和平統一的大前
提下，一切有助於創造兩岸互動交往及民主協商
前提、氛圍與機制的團體、個人、平台及構想均
是得到肯定與激勵的。完成兩岸歷史性統一，需
要兩岸中國人共同的制度性創意與尋求突破的責
任倫理。

這位「一國兩制」法律問題專家指出，港澳實踐
「一國兩制」的基本經驗對台灣方案仍有借鑒和參
考意義：其一，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必須在
「兩制」方案與制度安排中得到清晰界定和保護，
避免後續的對抗與衝突；其二，國家安全屬於中央
事權，制度建設之初應當予以基本配置並建立執行
機構與執法體系，充分吸取香港治亂的教訓；其
三，在國際空間與國際參與方面，滿足國家安全制
度條件之後，可以予以寬鬆安排甚至有意凸顯，使

得台灣可以借助已有國際地位和網絡更好助力國家
的「一帶一路」與新全球化戰略布局，共同致力於
民族復興偉大事業。

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
規劃對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做出部署，

田飛龍指出，香港「一國兩制」未來發展重點需
聚焦「一國」的法理基礎與治權落實：一方面完
善有關法律制度與執行機制以全面準確實施香港
國安法，繼續彌補香港「一國兩制」的體系性欠
缺，並高質量、可持續保障香港繁榮穩定及居民
自由和安全；另一方面，通過更多的中央管治權
與高度自治權相結合的制度建設以豐富發展由憲
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特區憲制秩序。「在更完
備的制度建設保障下，香港法治將在『一國兩
制』框架下更加有機地構成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有
機組成部分。」

香港文匯報
訊 「史上最
差的」美國國
務卿蓬佩奧即

將灰頭土臉離場。這個臭名昭著的美國政
客在下台倒計時的日子裏又不甘寂寞，悍
然宣布解除美國與台灣官員交往的自我限
制。這是對中美關係和兩岸和平的惡意衝
撞與挑唆，後果極其嚴重，甚至將給台灣
帶來滅頂之災！這必然要遭到中國人民的
強烈反制。隨即，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又打
圓場說，蓬佩奧本周沒有訪台計劃等等。
其色厲內荏一看就知道。
而台灣民進黨當局的醜惡表演，卻令世

人警覺。蔡英文之流把美國大選押寶特朗
普身上的美夢一直揮之不去，幾乎到了聞
「特」起舞的地步。特朗普政府中，任何
政客對台說大話、拍胸脯，民進黨當局都
欣喜若狂，甚至火上澆油，把「砒霜」當
成「大力丸」狂吞。在明知蓬佩奧之流在
美國內外政壇早已聲譽掃地，且美國大選
已經揭曉之際，蔡英文之流依然不知趣地
迎合特朗普政府的荒唐伎倆，極不情願地
看着拜登政府上台。莫非蔡英文當局執意

要一路走到黑，自甘為蓬佩奧之流陪葬？
天若欲其亡，必先令其狂。蓬佩奧時日

無多，卻仍揮舞「權力魔杖」不斷給「台
獨」添柴加火。其目的之一也是給拜登政
府添堵挖坑。錯判形勢的民進黨當局竟然
配合煽風點火，雙方一同坐上歷史的倒車
上演「末路狂奔」。接連發生的所謂台美
「政治軍事對話」、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
訪台，以及如今把所謂「台美交往」限制
枷鎖打開等的鬧劇，不僅不會給民進黨當
局帶來「利好」，更會破壞兩岸和平發展
的道路、踐踏台灣同胞的利益福祉。民進
黨當局更加結實地黏在反華政客的「攪屎
棍」上，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潭，正在自掘
墳墓！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
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國際
社會的普遍共識，也是國際關係交往的準
則。美方在《中美建交公報》等三個聯合
公報中就此作出明確承諾，這是鐵的事
實，任何人都無法改變。中國堅決反對任
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這一立場是一貫
和明確的。蓬佩奧之流搞出各種損害中國

利益的下流動作，只會遭到全體中國人民
的一致反對與譴責，也為國際社會所不
齒。

若「台獨」一意孤行 解放軍必鐵龍跨海
底線不容挑戰，兩岸中國人維護國家統

一的意志、決心與能力堅如磐石。《反分
裂國家法》第八條明確規定，若發生將會
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
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
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如果「台獨」分裂勢力
錯判形勢，利令智昏，企圖勾連外部勢力
一意孤行，甚至鋌而走險，中國人民解放
軍將按照《反分裂國家法》有關規定，採
取一切必要手段，烈火焚空、鐵龍跨海，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蓬佩奧畫的「鬼符」充當不了「台獨」

的路條！在維護國家統一的核心問題上，
任何人、任何勢力都不要觸碰早已劃下的
紅線和底線。民進黨當局若執迷不悟，繼
續配合即將下台的美國政客表演「最後瘋
狂」，必將遭到迎頭痛擊，和蓬佩奧之流
卑劣政客一樣永遠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南京報道）「美國又
借『台獨』挑釁中國」，針對美國宣稱國務院解除
推進美台關係的任何限制及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拉
夫特將於14日高調訪台，台灣學者密集發聲批評。
1月11日，台灣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教授吳昆財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特朗普在被趕
下台之前，竟選擇臨去秋波，無視中美外交關係發
展大局，竟選擇一意孤行，平添台海的危機風波，
指出「如今特朗普已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想
要在台灣興風作浪，恐怕是強弩之末。台灣也要小
心，偷雞不成，也可能蝕把米。」
吳昆財表示，特朗普派遣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克

拉夫特訪台灣，並會晤蔡英文，其動機為在卸任
前造成一些美台關係重大進展的事實，以牽制拜
登未來的對華外交空間。
台灣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主席潘朝陽認

為，克拉夫特訪台是特朗普在下台前，再利用
「台獨」政權來挑戰中國的最後手法。「美國之

『台灣』政策其實有兩層：一是特朗普政權確實
是拿『台獨』來刺激、挑釁中國，實質上將台灣
作為軍略上克制中國的刀尖，其最終目標應是重
新建交，美軍重返台灣，使台灣徹底脫離祖
國。」

「台獨」甘做美走狗
潘朝陽說，對於美國宣稱國務院解除推進美台

關係的任何限制及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訪台，蔡英
文已迫不及待表示歡迎之至。「『台獨』之作為
美帝的反中侵華的走狗，已昭然若揭地呈現了漢
奸本質。」
「多行不義必自斃。特朗普與蔡英文雖各懷鬼

胎，但審時度勢，還是要懸崖勒馬，及時回頭。
否則遭殃的，恐怕還是台灣老百姓。」吳昆財
說。

美政客為個人私利在台撈油水

吳昆財犀利地指出，克拉夫特（Kelly Craft）訪
台準備牟取個人私利。他表示，繼2020年8月美
國衞生部長阿札爾來台後，蔡英文即宣布萊豬進
口。如今克拉夫特也想來個依樣畫葫蘆，比照同
僚，為其個人事業，在台灣撈一些油水。
「『台獨』近年來已經毫無條件地大量『購

入』美式軍備，而美國官員亦高調來台。」潘朝
陽指出，美國是一個軍火商、石油商及工農礦商
利益團體的組合政體，從總統到官員、議員，有
着極為龐大的全球性的錢財利益，陸續來台訪問
的各類政客，背後都有那種暗盤。而民進黨統統
照單全收，其中最顯著的實例，就是「萊豬」。
潘朝陽表示，「台獨」本來就是美帝奴才，大批政

客亦有其大盤厚祿。克拉夫特並非專業外交家，她是
共和黨的大金主，據聞其夫家是煤業大亨。蔡政權違
法作廢核四廠，改用燃煤發電，大量煤碳從何而來？
大洋兩岸誰得到巨利？此不難判斷也。克拉夫特在卸
任前忽訪「台獨」，經濟利益或許才是目的。

芝加哥連環槍擊案
一中國留學生遇難

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可借鑒港澳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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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蓬佩奧之流必將釘上歷史恥辱柱

台學者齊轟美反華政客害台

●來台訪問美
政客背後都有
暗盤，最顯著
實例就是「萊
豬」。圖為台
一肉攤業者在
攤位上張貼強
調使用台灣
豬。 中央社

●●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是向中方作出過嚴肅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是向中方作出過嚴肅
承諾的承諾的，，美方應該言而有信美方應該言而有信，，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得以任何借口
曲解和背離曲解和背離。。圖為早前中國僑團在蔡英文美國圖為早前中國僑團在蔡英文美國
訪問下榻酒店外舉牌抗議訪問下榻酒店外舉牌抗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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