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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堅決反對美邀台參加「民主峰會」
為「台獨」搭台將下不來台 與「台獨」玩火終引火燒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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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美國將於 12 月舉
行所謂「領導人民主峰會」，邀請名單上包括中國台灣。
對此，中國外交部和國台辦均在 24 日作出回應。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指出，中方堅決反對美方邀請台灣當局參加所

謂「領導人民主峰會」。「為『台獨』勢力搭台，只會讓
自己下不來台，與『台獨』一起玩火，終將引火燒身。」
立堅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
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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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
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台灣除了作
為中國的一部分，沒有別的國際法地位，我們
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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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力提供任何講
台，停止為「台獨」勢力張目。

外交部：美拿
「民主」
分裂世界

國台辦

至於「領導人民主峰會」，趙立堅稱，我們
已多次表明立場，民主是全人類共同價值，不
是少數國家的專利，美方所作所為恰恰證明所
謂民主只不過是一個幌子，是美方拿來推進其
地緣戰略目標、打壓他國、分裂世界、服務自
身、謀取私利的工具。美方披着民主外衣，推
行集團政治，挑動陣營對抗之舉，是冷戰思維
的再現，將受到國際社會有識之士的普遍質疑
和反對。
美國務院將「台灣」列入所謂「民主峰會」
的官網，大陸卻未在名單內。對此，國台辦發
言人朱鳳蓮回應指出，美國網站所列的涉台稱
謂是錯誤的。她強調，我們堅決反對美國與中
國台灣地區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這個立
場是一貫的、明確的。「我們敦促美方切實恪
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妥
善處理涉台問題。」

●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促
美停止向「台獨」勢力提
供任何講台。 網上圖片

● 國台辦發言人
朱鳳蓮24日在例
行新聞發布會上
邀請記者提問。
中通社

●在「九二共
識」基礎上推進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的
主流民意。圖為台灣民眾
訴求維持兩岸和平、不
要「台獨」。
網上圖片

統一的光明未來共同奮鬥。
朱鳳蓮指，全會審議通過的《決議》科學總
結黨的百年光輝歷史經驗，是黨以史為鑒、開
創未來，團結帶領人民踏上新征程、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
對於《決議》，台陸委會聲稱將以「不屈服、
不冒進」的態度處理兩岸問題，呼籲大陸方面
「尊重現實與台灣民意」。對此，朱鳳蓮回應
稱，民進黨當局歪曲污衊《決議》相關內容，暴
露了其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的政治本質。

台遠東集團被罰款追稅4.74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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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捨「台灣牌」 續越線必自吞苦果

隸屬」，販賣「兩國論」，這不是「冒進」是
什麼？他們勾連外部勢力，製造兩岸對立對
抗，企圖把台灣同胞裹挾到「反中謀獨」的
邪路上去，這不是「冒進」是什麼？
朱鳳蓮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
國台辦：反分裂法明確
「台獨」
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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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中美元首視頻會晤中雙方涉及台灣問題
的事實從未改變，中國主權和領土從
的表態，引起兩岸媒體關注。對此，朱鳳蓮回
「台獨」
覆滅是歷史潮流
香 港 文
未分割。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進
應指出，我們的對台方針政策是一貫的，明確
匯
報
訊 11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符合兩岸同胞的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24
日強調，祖
的。就兩岸關係而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就是
月
23
日
，美
共同願望和根本利益，是兩岸的
國統一的必然和「台獨」覆滅的宿命，
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
「三問」
駁斥台
「不冒進」
謊言
「米利厄斯」
主流民意。民進黨當局勾連外部
是兩岸關係發展大勢和民族復興歷史進
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號導彈驅逐艦過
勢力不斷進行謀「獨」挑釁冒
程所決定的，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我
朱鳳蓮說，5
年多來，民進黨當局不斷破壞
她強調，「台獨」分裂是祖國統一的最大障
航台灣海峽。針
進，造成台海局勢緊張動盪，
們希望廣大台灣同胞看清歷史大勢，順應時
兩岸關係和平穩定，進行謀「獨」挑釁。他們
礙，是民族復興的嚴重隱患。當前台海緊張動
對美方這一製造安
代潮流，和大陸同胞攜手同心，堅決反對和
否定「九二共識」、否定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
盪的總根源是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立
全風險、破壞地區
遏制「台獨」，為民族大義、台灣前途和祖國
這不是「冒進」是什麼？他們叫囂所謂「互不
兩岸主流民意背道而馳。
場、「倚美謀獨」、「修憲謀獨」，在「台
穩定的舉動，中國人
獨」分裂的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她指出，如
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組
果「台獨」分裂勢力挑釁逼迫甚至突破紅線，
織海空兵力全程抵近跟
我們將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維護國家主權和
監警戒。這是繼美國方
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兩岸同胞
面近期接連明確表態「不
切身利益。她還呼籲，望廣大台胞認清民進黨
支持『台獨』」後，美軍
當局出於政治私利謀「獨」的本質，認清
她指出，大陸方面依法對極少數「台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艦第一次過航台海。由此可
冀台企明辨是非與
「獨」
劃界
「台獨」分裂活動的危害性和危險性，以實
頑固分子實施懲戒，態度明確、立場堅定。
北京報道）國台辦發言人朱鳳
見，美國並沒有放棄打「台
際行動反對被「台獨」裹挾，維護自身利
島內一些勢力公然為「台獨」分子撐腰張
蓮 24 日在例行發布會上回應台
有記者指，台陸委會聲稱，這是恫嚇台
灣牌」。但事實證明，打「台
益。
目，必然遭到應有打擊。任何人、任何勢
灣遠東集團被查處一事時表示，
商，並會提出一些所謂「反制措施」。對
灣牌」的成本正逐漸增加，不
她還指，《反分裂國家法》明確規定
力都不要低估我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
對遠東集團現已處以罰款及追繳
此，朱鳳蓮回應表示，我們歡迎和支持台胞
捨「台灣牌」的美國若繼續越線
了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
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
稅款約 4.74 億元人民幣（約 5.79 港
台企來大陸投資發展、依法保障台胞台企正
玩火，必將自吞苦果！
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幾種情
力。
元），並收回其中一家企業的閒置
當權益的立場和態度沒有改變，願意率先與
美艦
「刷存在感」
形，明晰了法律底線、紅線。任何人
朱鳳蓮並澄清稱，大陸從不介入台
建設用地。查處工作仍在進行中。她
台胞台企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為台胞台企
不要低估我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
灣地區選舉。依法打擊「台獨」頑
強調，我們絕不允許「台獨」頑固分
提供更多同等待遇，持續深化兩岸融合發
訛詐
「保護費」
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
固分子及其關聯企業和金主，是為
子的關聯企業和金主在大陸謀利，絕不
展，更多造福兩岸同胞。希望廣大台胞台企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海峽時評」欄
能力。希望更多台灣同胞認清
了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為了維護
允許台企一邊在大陸賺錢，一邊在島內支
明辨是非，站穩立場，與「台獨」分裂勢力
目評論文章指出，美國借軍艦過航台
「台獨」分裂的危害性和危險
兩岸同胞的切身利益，為了打擊
持「台獨」、破壞兩岸關係，幹「吃飯砸
劃清界限，以實際行動維護和推動兩岸關係
海打「台灣牌」，只是自我玩火。此次
性，為了民族大義、台灣前途
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
鍋」的事。
和平發展。
美軍艦不遠萬里來中國家門口「刷存在
和自身利益福祉，挺身而出，
感」，再次被解放軍第一時間知曉應對。
與大陸同胞一道剷除「台
特別是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使用的「抵
獨」禍根，共同挫敗「台
近」一詞，表明執行跟監警戒任務的解放
獨」圖謀。
軍軍機戰艦與過航台海的美軍艦距離非常接
近，警告意味濃厚。美軍艦自去年以來，幾
乎保持一月一次的頻率到台海滋事挑釁，每次
包括基礎設施聯通，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逾 17 萬台胞在陸接種疫苗
都遭到解放軍迅速反制，從沒佔到過半點便
大主張，符合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需要，也符
北京報道）國台辦發言人朱鳳
宜。可以預見，今後也是一樣，不管美艦來多少
合兩岸同胞根本利益。「大陸方面正在規劃和
蓮 24 日表示，大陸方面正在規
朱鳳蓮還透露，截至11月15日，約17.2
次，都將無功而返！
推動兩岸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相關工作。」她舉
劃和推動兩岸交通基礎設施建設
萬台胞在大陸接種疫苗，累計接種約 33
文章進一步指出，美國軍艦「常態化」地過航台
例稱，「平潭海峽公鐵兩用大橋平潭段，已實
相關工作。自然資源部日前表示，
萬劑次。關於台胞如何獲取疫苗接種憑
海，展示所謂「挺台」姿態的背後，實際是為訛詐
現公路鐵路全部貫通；福建省有關方面已經完
將會同有關部門和福建省統籌研究
證，朱鳳蓮稱，大陸有關部門對新冠
「保護費」製造說辭。就在 23 日當天，台立法機構
成與金門、馬祖通橋的初步技術方案；中共中
「海峽兩岸融合發展的重大交通等基
疫苗接種人員的信息登記和報告工作
通過
2,400 億新台幣軍購預算，顯然是為天價採購美
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規劃
礎設施納入國家相關規劃」。福建省
有明確規定，接種單位應及時記錄
國軍備而編列。可以說，美國軍艦來台海，很大程度
綱要》已規劃福州至台北支線建設。」她指
此前發布的《關於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
接種相關信息，在接種完成後為
上是被民進黨當局拿錢買來的，與其說美艦燒的是燃
出，兩岸之間早日建成更加便捷、通暢的交通
展新路的實施意見》中也提到，推進
接種者提供憑證。台胞可在接種
油，不如說燒的是台灣民脂民膏。島內網友已逐漸識破
網絡，將為兩岸同胞提供更好的交通運輸資源
「台海通道」項目。
單位獲取預防接種憑證，也可
「挺台」假象，有人無奈自比「肥羊」自嘲，有人直接呼
和服務，造福兩岸同胞。
對此，朱鳳蓮指出，推進兩岸應通盡通，
通過健康碼等途徑查詢。
籲「拒當美國棋子」！所謂「物極必反」，相信隨着島內
民怨沸騰，這種「騙錢」勾當終將難以為繼，美軍艦也將陷
入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
文 章 最 後 強 調， 美 國 雖 然 一 再 對 外 重 申「 不 支 持『 台
獨』」，但從此次美軍艦過航台海能夠看出，美台勾連「切香
腸」的小動作仍在繼續。如果美國今後一直在台灣問題上玩兩
面三刀的把戲，挑戰中國核心利益，不僅將在國際上信譽掃地，
還勢必會影響中美關係大局，屆時，任何雙方深入合作的願望都
將無從談起。奉勸美方立即糾正錯
誤，停止打「台灣牌」，多為地區
和平與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倘若
一再在台海尋釁滋事，中國人民解
● 大陸正在推進「台海通道」項目。圖為平潭海峽公鐵大橋。
資料圖片
放軍必將讓其付出代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燁 北京報道）日前中共十九
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
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
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
簡稱《決議》），其中涉台內容
表述引發兩岸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