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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剛當地時間28日甫抵華盛頓即向中美媒體發表講話。他表示，中美關係的大門已經打開，就不會關上。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台灣地區民
意機構負責人游錫坤公然散布「台
獨」言論，鼓吹所謂台灣「國家正
常化」。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對此
嚴正表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
史和法理事實，是任何人任何勢力
都無法改變的，將對島內一小撮
「台獨」分子依法予以嚴厲懲戒和
打擊。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海峽時評」欄

目指出，對於這些變本加厲、無可救
藥的「台獨」頑固分子，《反分裂國
家法》《國家安全法》等維護國家統
一的法律已為其劃下了不可逾越的紅
線。觸犯紅線的「台獨」頑固分子清
單也正在制定之中，對這些涉「獨」
言論囂張、謀「獨」行徑惡劣的頑固
分子，不管他們是誰，都必將受到法
律的嚴厲懲處。
文章指出，游錫坤這個不折不扣

的「台獨」頑固分子，之前曾多次
猖狂妄行、叫囂「台獨」，為謀
「獨」積極勾連外部勢力，編造各

種謊言欺騙愚弄島內民眾，甚至不
惜數典忘祖，發表將「中醫」改名
為「台醫」的荒唐言論。今年台灣
新冠疫情爆發後，不見其為防疫做
出任何努力，反而藉機「以疫謀
獨」，為一己之私大肆傳播政治病
毒，製造兩岸對抗，阻礙兩岸同胞
關愛互助。可以說，完全喪失基本
良知，令人不齒。

絕不容許任何勢力分裂祖國神聖領土
此類「台獨」頑固分子之所以不顧

警告、瘋狂行事，不過是自以為有洋
人主子撐腰而已。殊不知，大陸早已
牢牢掌握解決台灣問題的主導權主動
權，絕不容許任何人任何勢力侵犯和
分裂祖國的神聖領土。
文章強調，「台獨」分裂勢力已成

為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他
們的倒行逆施嚴重損害了台灣民眾福
祉，阻礙了台灣經濟發展，將兩岸關
係拉至谷底，導致台海地區形勢日趨
緊張，有外媒甚至將台灣稱作「地球
上最危險地區」。希望廣大台灣同胞
看清歷史方向、時代大勢，看穿「台
獨」分裂勢力的險惡用心，不被其裹
挾，做出最有利於兩岸同胞共同利益
的決定。

依法嚴懲打擊一小撮「台獨」分子

��
●解放軍不斷
加大在台海的
軍事行動力度
和強度。圖為
東部戰區海軍
航空兵某旅近
日組織開展複
雜氣象條件下
大強度飛行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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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中國駐美大使完成新老更

替。當地時間28日，中國新任駐美

國大使秦剛抵達美國履新。秦剛在

抵達後向媒體發表講話表示，中美

關係的大門已經打開，就不會關

上，這是時代潮流，大勢所趨，民

心所向。「我將按照兩國元首除夕

通話精神，同美國各界架起溝通、

合作的橋樑，維護中美關係的基

礎，維護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利

益，共同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確發

展軌道，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合作共贏、和平共處的中美相處之

道由可能變成現實。」

秦剛於美國華盛頓
時間7月28日在社交
媒體推特開設了自己
的個人賬號並先後
刊發了三條推特，
秦剛在他第一條推
特中寫道：「抵
達美國，期待未
來在這個國家的
時光」。還附
帶上了自己佩
戴國旗圖樣口

罩走出機場的照片。
文：澎湃新聞/
圖：網上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據報道，近期美台勾連動作頻頻，美國會
推動涉台立法，美官員多次發表涉台錯誤
言論，美軍運輸機7月15日降落台灣。同
時，解放軍不斷加大在台海的軍事行動力
度和強度。對此，國防部新聞局局長、國
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大校29日在記者會上
答記者問時正告美方，玩火者必自焚，在
台灣問題上「切香腸」，只會切到自己的
手。
吳謙重申，台灣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
政治基礎。他說，美方言行違反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干涉中國內政、
嚴重損害中國領土主權和安全利益、嚴重
威脅台海地區和平穩定，我們對此堅決反
對。
「我們正告美方，玩火者必自焚，在台

灣問題上『切香腸』，只會切到自己的
手。我們要求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立即停止挑釁行
徑，不向『台獨』分裂勢力釋放錯誤信
號，否則由此引發的一切嚴重後果由美方
承擔。我們警告民進黨當局不要誤判形
勢、挾洋自重、引狼入室，『倚美謀獨』
只會把台灣帶向死路，只會禍害台灣民

眾，也害了民進黨自己。」
吳謙強調，中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
一。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
強大能力。中國人民解放軍始終保持高度
戒備狀態，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粉
碎任何「台獨」分裂圖謀。

台當局「倚美謀獨」只會把台民眾推向災難
此外，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29日應詢表
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

一部分。我們堅決反對美國與中國台灣地
區開展任何形式的軍事聯繫。
29日，有記者問，美國防部長奧斯汀日
前發表包含涉台內容的消極言論。民進黨
當局對此表示感謝。對此有何評論？朱鳳
蓮在答問時作上述表示。
朱鳳蓮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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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向
「台獨」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民進黨
當局妄圖「倚美謀獨」「以武拒統」，只
會把台灣民眾推向災難。

美台勾連動作頻頻美台勾連動作頻頻
中方：美「切香腸」只會切到自己

秦剛是第十一任中國駐美大使，出使美國
之前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前任駐美大

使崔天凱已於6月23日離任回國。此間輿論
認為，目前中美關係正值美國企圖聯合盟友
對抗中國之際，秦剛履新駐美大使責任大擔
子重。此前幾天，中美雙方剛剛在天津舉行
了會晤，中方向美方明確了中美關係的三條
底線，並向美方提出了兩份清單——糾錯清
單和重點個案清單。

記者會無翻譯 中英文分別陳述
28日晚，秦剛甫抵華盛頓即向中美媒體發
表講話。據澎湃新聞報道，秦剛在這場記者
會中並沒有配備翻譯，而是自己將發言內容
分別用中文和英文進行陳述。秦剛說，50年
前，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叩開了中國的大
門。當時正值冷戰時期，中美相互隔絕，富
有遠見的基辛格博士不得不以隱蔽的方式，
取道他途，前往中國。50年後的今天，作為
第11任中國駐美大使，我可以公開踏上正
途，直抵美國。時過境遷，令人感慨。我相
信，中美關係的大門已經打開，就不會關
上，這是時代潮流，大勢所趨，民心所向。

中美關係何去何從關乎世界未來
這位新任中國駐美大使指出，當前，世界
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美作為不同歷
史文化、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兩
個大國，正在進入新一輪相互發現、認知和
調適中，尋求新時代彼此相處之道。中美關
係又處在一個新的緊要關口，既面臨許多困
難和挑戰，也有巨大機遇和潛力，何去何
從，關乎兩國人民的福祉，關乎世界的未
來。一個健康穩定發展的中美關係，是兩國
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普遍期盼。
秦剛表示，他將按照兩國元首除夕通話精
神，同美國各界架起溝通、合作的橋樑，維
護中美關係的基礎，維護中美兩國人民的共
同利益，共同推動中美關係重回正確發展軌
道，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贏、和
平共處的中美相處之道由可能變成現實。

在使館網站的歡迎辭中，秦剛寫道，中美
都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建交40多
年來，中美關係歷經風雨，一路走來極不平
凡。站在新的歷史關口，兩國應順應時代發
展潮流和國際社會普遍期待，相互尊重、平
等相待、和平共處、合作共贏，這將是兩國
人民之大幸、世界之大幸。

問候信致全美僑胞及在美中國留學生
秦剛28日抵美履新後，還分別發表了致全

美僑胞的問候信和致在美中國留學生的問候
信。他在致全美僑胞的問候信中指出，當
前，中美關係處於重要關口。中美雙方必須
共同努力，找到一條不同制度、不同文化、
不同發展階段的兩個大國新時期和平共處之

道。我將為此不懈努力。在致在美中國留學
生的問候信中，秦剛寫道，祖國永遠是你們
最堅強的後盾，使館永遠是你們最溫馨的
家。
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前，秦剛任外交部副部
長，分管歐洲地區事務和新聞、禮賓工作。
外交部網站資料顯示，秦剛出生於1966年3
月，天津市人，1988年畢業於國際關係學
院，同年進入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任
職。作為一名資深高級外交官，秦剛
曾先後在外交部西歐司、駐英國使
館、新聞司、禮賓司等部門工作，
先後擔任駐英公使、新聞司司
長、禮賓司司長、外交部部長
助理、外交部副部長等職。

新任駐美大使秦剛：與美各界共推兩國關係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趙立堅29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表示，包括
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
對世衞組織秘書處起草
的第二階段溯源工作計
劃表達了關切和反對，
認為工作計劃不符合第
73 屆世衞大會決議要
求，不符合中國—世衞
組織聯合研究報告結論
和建議，未全面反映全
球溯源研究最新成果，
無法作為第二階段溯源
合作的基礎。
有記者提問，據報

道，近期美國等個別國
家聲稱，中方拒絕世衞組
織第二階段溯源計劃。請
問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計劃未經成員國一致同意
趙立堅強調，這份第二

階段溯源計劃是世衞組織
秘書處單方面提出的，未
經得世衞成員國一致同
意。世衞組織由成員國主
導，秘書處提出的第二階段
工作計劃草案是供成員國討
論用的，成員國有權作出修
改。秘書處的職責是為成員國
充分協商並達成一致提供便
利，無權自行作出決定。
他指出，新冠疫情發生以

來，中國始終高度重視病毒溯源
問題，秉持科學精神，以開放態
度積極參與全球溯源合作。中國兩
次邀請世衞組織專家來華開展溯源
聯合研究，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
了重要成果，得出了權威結論。同
時，60個國家也致函世衞組織總幹
事，歡迎中國—世衞組織聯合研究報
告，反對溯源問題政治化。這是國際社
會的合理訴求和正義之聲。

對科學溯源將續積極參與
趙立堅說，為支持和配合世衞組織開展第

二階段全球溯源工作，中方專家基於中國—
世衞組織開展的第一階段溯源工作及聯合研究
報告，在世衞組織秘書處提出第二階段溯源計
劃前就主動向世衞組織提交了下階段溯源工作的
中國方案。這是一份科學、專業、經過實踐檢驗
的方案。
趙立堅說，中方將繼續落實中國—世衞組織聯合

研究報告的相關工作建議，積極推動開展報告中涉及
中國的後續補充性研究。他再次強調，溯源是嚴肅的科
學問題，應當讓科學家們把新冠病毒來源研究清楚，從而
更好防範未來風險。「我們堅決拒絕政治溯源，對於真正
的科學溯源已經並將繼續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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