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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指布林肯涉華演講
「費盡心機」
「顛倒黑白」

中美關係要出困境 美須放下遏華執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國國
務卿布林肯發表的涉華政策演講，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汪文斌 27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這篇演
講洋洋灑灑，費盡心機，實質是散布虛假信息，渲染
中國威脅，干涉中國內政，抹黑中國內外政策。中方
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

當天，有記者提問，請問中方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發表
的涉華政策演講有何回應？

汪文斌說，這篇演講洋洋灑灑，費盡心機，實質是散布虛假信
息，渲染中國威脅，干涉中國內政，抹黑中國內外政策。目的是
遏制打壓中國發展，維護美霸權強權。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
反對。我願強調以下幾點：
第一，人類已進入互聯互通的新時代，各國利益休戚相關，命
運緊密相連，求和平、促發展、謀共贏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
面對百年變局，要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應對世紀疫情、重振世界
經濟，各國應該同舟共濟、團結合作。美方渲染中國威脅，解決
不了自身的問題，反而會把世界帶向危險的深淵。
第二，美方聲稱中國是世界秩序最嚴峻的長期挑戰，完全是
顛倒黑白。中國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我
們維護的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
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而美方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明眼人都看得出，
不過是美方與少數國家制定的「家法幫規」，維護的只是美國
主導的所謂秩序。美方一貫將國內法凌駕於國際法之上，對國
際規則採取合則用、不合則棄的實用主義態度，這才是國際秩
序的最大亂源。
第三，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
價值。民主、人權都是歷史的、具體的、現實的，只能從本國實
際和人民需求出發，探求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世界上沒有放之
四海而皆準的模式，任何國家無權壟斷民主人權定義，無權充當
教師爺，更無權打着人權幌子干涉別國內政。美國在民主和人權
方面欠賬纍纍、劣跡斑斑，根本沒有資格充當衛道士，更沒有權
力對別國指手畫腳。

美國拉幫結夥注定失敗
第四，中國始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主張由各國共同掌
握世界的前途命運。國與國之間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夥
伴關係，大國更要帶頭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
國際交往新路。搞「小圈子」是開歷史倒車，拉「小集團」是逆
歷史潮流而動。美國炮製「印太戰略」誘拉裹挾地區國家圍堵中
國，聲稱要「改變中國的周邊環境」，是典型的拉幫結夥，不得
人心，注定失敗。
第五，中國外交倡導並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致力於同所有
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係，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反對強
加於人。所謂「脅迫外交」的帽子扣不到中國頭上。美國才是
「脅迫外交」的發明者和代名詞，脅迫的對象不分大小、不分遠
近，甚至不分敵友。美國慣於霸凌霸道，國際社會深受其害。美
國的這個老毛病早該改改了。

敦促美方停止散播謊言
第六，台灣、涉疆、涉港、涉藏等問題純屬中
國內政。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和堅定意志，中方
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空間。美方口頭上說不
支持「台獨」，但說一套做一套，一再違
反向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諾，企圖虛化掏空
發對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一個中國原則，助長「台獨」勢力囂張
秦剛說，美方所稱的競爭也不是公平、健
大使秦剛當地時間 26 日在美國印第安納波利
氣焰，這才是要改變現狀，才是對台海
康的競爭，競爭應是公平公正，基於公認的
斯表示，即使中美之間存在競爭，也不應使
和平穩定的嚴重威脅。涉疆問題的本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世貿組織規則，讓雙方
其成為中美關係主流和主基調。用競爭定義中
質是反暴恐、去極端化、反分裂。所
彼此變得更好，而不是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
美關係只會加劇緊張，引發對抗。
謂「種族滅絕」「強迫勞動」早被證
把自己的一套私規強加給對方，更不是不擇手
秦剛當天出席印第安納州全球經濟峰會，與
明是世紀謊言，美方持續散布謠言，
段遏制、打壓另一方。這不是競爭，而是惡意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艾倫就中國經濟形
只會讓自身信譽進一步破產。香港是
對抗，將產生危險後果。
勢、與印州合作機遇、中國防疫政策、中美關
中國的香港，「港人治港」遵循的只
係等議題展開對話。他在談及美國國務卿布林
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
相互尊重互諒互讓 尋求解決分歧之道
肯同天發表的對華政策演講時作上述表示。
法，而不是《中英聯合聲明》。我們
「我注意到布林肯國務卿在今天上午的
談及中美雙邊經貿對話現狀和前景，秦剛表
敦促美方遵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停
演講中特別提到美要在對中國競爭中勝
示，兩國間存在分歧和摩擦很正常，關鍵是
止利用上述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停止散
出。我想就這一點先做個回應。」秦剛
如何解決。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雙方坐下
播謊言和虛假信息。我們還要正告美
指出，中美兩國擁有巨大共同利益和共
來，本着相互尊重和互諒互讓的原則尋求解
方，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
同責任，雙邊關係的基本面是合作共
決之道。
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和強大能
贏，合作共贏才能造福兩國人民和
首 批 301 關 稅 將 於 7 月 5 日 到 期 ，
力。
世界。即使中美之間存在競爭，
美政府正評估是否延續，相信在座
也不應使其成為中美關係主流
各位都希望聽到好消息。當然
美須摒棄零和博弈迷思
和主基調。用競爭定義中美
如果關稅延續，我們也將奉
第七，美方口中說的是「競
關係只會加劇緊張，引
陪到底。
爭」，實際做的是泛化國家安
全概念，大搞非法單邊制裁、
長臂管轄和脫鈎斷鏈，嚴重損
害中國企業正當權益，無理剝
奪別國發展權利。這不是什麼
「負責任的競爭」，而是毫無
底線的打壓遏制。中美關係要
走出當前困境，關鍵在於美方
必須摒棄零和博弈的迷思，放
下圍堵遏制中國的執念，停止
破壞中美關係的言行。
汪文斌指出，中美關係正處在
重要十字路口。是對立對抗，還
是對話合作？是互利共贏，還是
零和博弈？美方應該從中美和世
界人民共同利益出發，作出正確
抉擇，特別是要把拜登總統「四
不一無意」的表態落到實處。
「我們注意到，布林肯國務
卿在演講中稱不尋求與中國衝
突和『新冷戰』，不阻止中國
發展，不阻止中國發揮大國作
用，願同中國和平共處。我們
◆汪文斌指出，美方應該從中美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出發，作出正確抉擇。圖為日前福建省泉州鯉城區一家太陽能燈具企
對此拭目以待。」汪文斌說。
業生產線上趕製訂單。該公司產品主要出口地包括美國。
資料圖片

秦剛：
秦剛
：競爭不應成為中美關係主基調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地時間 5 月 27
日，基里巴斯總統兼外長馬茂在塔拉瓦總統官邸
會見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基多位內閣部長
參加。
馬茂請王毅轉達對習近平主席的誠摯問候和美
好祝願，祝賀中國共產黨建黨偉大成就，表示中
國的成功對發展中國家是極大的鼓舞。中國代表
團的來訪帶來了互信、友誼和合作，對基中關係
具有里程碑意義。基中復交以來，兩國務實合作
成果斐然，基民生得到切實改善，有力印證了中
國的真誠友好和言出必行。基方堅定不移奉行一
個中國原則，堅定支持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基
中復交表明，世界站在中國一邊，基里巴斯站在
歷史正確一邊。
馬茂感謝中方在疫情應對、經濟發展、基礎設施
建設中給予基方的支持幫助，表示基堅定致力於將
兩國關係提升至更高水平，為基人民帶來更多福
祉。
王毅首先轉達習近平主席的親切問候，表示馬
茂總統特意在自己家中接待我們，是把中國視為
真心的朋友。實際上從總統和基人民做出與中國
復交決定的那一天，我們就成為了朋友。中國不
僅是基里巴斯的朋友，也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最可
靠的朋友。我們將繼續在國際和多邊舞台為發展
中國家仗義執言，繼續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尤其
是中小國家的正當權益。
王毅說，中基復交兩年多來，兩國關係快速發
展，各領域合作向前推進，為基人民帶來實實在在
利益。兩國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已成為大小國家
平等相待的典範。事實充分證明，基方做出同中國
復交的政治決斷完全符合基人民的根本利益。
王毅強調，這個世界並不太平，疫情肆虐，戰
亂頻仍，還有隨處可見的貧困落後。但美國及其

同夥卻執意把精力集中在處心積慮阻遏中國的發
展上。其本質就是不願看到非西方力量在世界上
取得成功，不願看到發展中國家加強團結合作。
但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的
發展振興已是歷史的必然，也是我們的正當權
利，任何人、任何勢力都不可能阻擋。從這一角
度來說，堅定支持中方維護核心利益，就是支持
發展中國家自己，同樣，我們幫助發展中國家也
是在幫助中國自己。中國願盡己所能，和發展中
國家一起，加快實現共同發展，攜手消除歷史不
公。

加強抗疫合作 共建
「一帶一路」
雙方同意繼續加強抗疫合作。中國首批援基醫療

隊此次隨中國代表團一道抵基，將助力基方抗擊疫
情，並為基民眾提供醫療服務。
雙方同意深化共建「一帶一路」，同「基里巴斯
20年發展規劃」加強對接，拓展各領域合作，注重
改善民生。充分發揮基資源禀賦優勢，在保護好生
態前提下，打造雙方海洋合作新亮點。
雙方同意開展應對氣變合作，一致認為發達國家
應切實承擔歷史責任，履行對發展中國家的氣變融
資承諾，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能力建設。王毅強
調，中國堅定走綠色低碳道路，同時將通過南南合
作幫助小島嶼國家應對氣變挑戰。
會見後，雙方出席了共建「一帶一路」、防災減
災、基礎設施、旅遊、民生等合作文件簽字儀式。
同日，王毅同基里巴斯副總統托阿圖會見。

◆當地時間 5
月 27 日，基里
巴斯總統兼外
長馬茂（右）
在塔拉瓦總統
官邸會見國務
委員兼外長王
毅。
新華社

王毅：南太地區不是惡性競爭的擂台

王毅訪基里巴斯：
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發展振興是正當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 5 月
26 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霍尼亞拉同所羅
門群島外長馬內萊共同會見記者時，介紹了此
次南太之行的目的。
王毅表示，2018 年，習近平主席同太平洋島
國領導人集體會晤，一致同意將雙方關係提升
為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開啟了中國同島國關係的新篇章。近年來，雙
方關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給地區人民帶
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也為南南合作樹立了典
範。前兩天，中方發布了中國—太平洋島國合
作事實清單和廣東、福建、山東省與島國合作
成果清單，這充分表明，同島國友好合作已成
為中方各部門、各地方的共同行動。

將續奉行
「四個堅持」

王毅強調，中國在發展同太平洋島國關係上
將繼續奉行「四個堅持」。
一是堅持平等相待。中方歷來主張大小國家一律
平等，將秉持正確義利觀和真實親誠理念發展同島
國的友好關係，把島國作為南南合作的重要組成部
分，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夥伴。
二是堅持相互尊重。中方始終尊重島國的主
權和領土完整，尊重島國人民探索符合自身國
情的發展道路，在同島國的交往合作中，我們
不干涉島國的內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也
不謀取任何地緣私利。
三是堅持合作共贏，中國將繼續做太平洋島國
發展的倡導者、建設者、推動者，致力於深化同
島國各領域務實合作，真誠幫助島國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提高自主發展能力，同島國人民共享
中國發展紅利。
四是堅持開放包容。南太地區應是開展合作的舞
台，而不是惡性競爭的擂台。中方同島國的合作不
針對任何國家，也不受任何國家干擾。同時我們尊
重島國同其他國家業已建立的各種聯繫，願本着開
放態度，同其他域內外國家開展更多三方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