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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不顧多方反對，執意竄訪
台灣，為兩岸帶來新一輪
緊張態勢，嚴重違反了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
合公報規定，嚴重衝擊中
美關係政治基礎，嚴重侵
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
和平穩定，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
重錯誤信號。

境外敵對勢力長期以來對我國香港、
西藏、新疆、台灣事務進行非法干涉，
一方面製造輿論，蠱惑人心，一方面煽
動暴力恐怖活動，破壞社會安定。台灣
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
場，甘心為美國反華勢力充當棋子，肆
無忌憚謀「獨」挑釁，挑戰一個中國底
線，製造兩岸對抗。民進黨當局的謀
「獨」行徑和出賣民族利益的野蠻行徑
不會成功，只會把台灣推向黑暗的深
淵，給廣大台灣同胞帶來嚴重的禍害。

中國不會干涉其他國家內政，中國的
內政也不允許、更不需要外部勢力插
手。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中國始終把解決台灣問題、
實現祖國統一作為矢志不渝的歷史任
務，任何試圖分裂破壞兩岸關係的行
為，都是公然對中國的挑釁。佩洛西竄
訪台灣，企圖干預及破壞兩岸關係，實
屬可恥行徑。 由此造成的嚴重後果，必
須由反華勢力、「台獨」勢力全部承
擔。

實現祖國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
意志、民心所向。習近平主席曾在《告
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大會上指出，
「兩岸關係發展歷程證明：台灣是中國
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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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血濃於水、
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認同，是任
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的！台海形勢
走向穩定、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時代潮
流，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國家強大、民族復興、兩岸統一的歷史
大勢，更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
的！」這不僅僅是中央政府宣示了和平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主張和
決心，更表達了全體中華兒女的期待。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核
心、最敏感的問題，如今中美實力在發
生快速而劇烈的變化。美國在新冠疫情
影響下，國內通脹率、失業率居高不
下，整體經濟實力在衰退之中。中國在
疫情防控方面緊抓嚴控，國內經濟快速
復甦，經濟、文化、政治、軍事實力迅
速上升。雙方實力距離在不斷縮小，中
美的優勢已經發生逆轉，這是不爭的事
實。時與勢在中國一邊，解決兩岸統一
問題，對中國來說不是能不能的問題，
而是選擇時機的問題。

全體台灣民眾應當清醒認識，實現兩
岸統一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更是勢
不可擋的正確道路。

落實習主席統一戰線思想 香港肩負光榮使命
習近平主席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的重要講話，系統

闡釋了統戰工作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指明了

新時代統戰工作的歷史方位、基本任務、指導思想、

工作重點和政策舉措，是新時代愛國統一戰線的綱領

性文獻和行動指南，對香港未來5年開創新局，推動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習近平主席強調，「必須發揮港澳台和海外統戰工作

爭取人心的作用」，香港社會須牢記習近平主席的殷

切囑託，明確統戰思想，深入推展行動，就台海新局

勢、香港社團建設、對接國家規劃等方面，充分發揮

香港獨特優勢，促進中華兒女大團結，肩負起新時代

統戰工作的光榮使命。

姚志勝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中央統戰工作會議7月29日至30日在北京召
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提出「統
一戰線是黨克敵制勝、執政興國的重要法
寶，是團結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法寶，必須長期堅持。」
習近平主席講話不僅全面闡述了新時代愛國統
一戰線理論，而且提出必須充分發揮統一戰線
的重要法寶作用，必須解決好人心和力量問
題，必須正確處理一致性和多樣性關係等「十
二個必須」，對新時代統一戰線工作進行了全
面部署，系統回答了如何做好新時代統一戰線
工作的問題。

因應時代使命調整統戰策略
進入新時代後，統一戰線面臨的國際國內形

勢都發生了顯著變化，統一戰線面臨的時和
勢、肩負的使命和任務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香
港正處在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未來5年是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的關
鍵期，香港推進「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必須

在思想認識上明確統一戰線工作的價值意義，
匯聚社會各界人士智慧和力量，以統戰思維發
揮集思廣益、共同發展的正能量，務求統戰工
作深入推展，見諸行動，真正形成香港推進統
一戰線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以人
心利好、積極建言、團結奮進、推進祖國統一
進程。

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指出，「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統一戰線在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這
是對國際大勢和更好維護國家主權利益的深刻
判斷。近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
中國台灣地區，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
報規定，背信棄義，激發14億多中國人民和
海內外全體中華兒女捍衛國家領土完整的強大
民族意志和信心決心。香港是兩岸民間往來的
重要平台，長久以來在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擔當特殊重要角色。在新的台海局勢下，面對
台美的惡意挑釁，香港更需加強民間互動交
流，把握推動兩岸統一的統戰工作規律，推動

中華兒女大團結，讓兩岸同胞和國際社會清楚
認識到「台獨」勢力「倚美謀獨」對台海局勢
的嚴重危害性，堅決支持中央政府採取堅決有
力反制措施維護主權安全利益，務求加快祖國
實現完全統一的進程。

香港須促進中華兒女大團結
習近平主席在七一重要講話提出「四點希

望」，要求香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斷增
強發展動能、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共同維護
和諧穩定，這是香港未來統戰工作的主要着力
點。香港社團極之發達，涵蓋工商、勞工、專
業、文化、教育、慈善、聯誼、青年、婦女、
少數族裔等不同社團逾5萬個，在香港的經
濟、社會、政治、文化發展中一直有着重要作
用，是香港統戰工作的主要陣地。未來香港各
界社團需加強凝聚力，確保統戰平台陣地全覆
蓋，對準「四點希望」統籌發力，透過社團成
員和社區網絡聯繫來自不同社會階層和各行各
業人士，做好基層服務，關心青年發展，調
研社情民意，促進人心回歸，充分發揮各界

社團代表性強、聯繫面廣、包容性大的優
勢，處理香港社會一致性和多樣性關係、人
心和力量問題，築牢「一國兩制」事業的堅
強堡壘。

我們國家是世界發展最大機遇，儘管在上半
年出現了疫情反覆，但數據表明，我國經濟形
勢仍然一片大好。海外僑胞與祖國在經貿、科
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共享發展機遇，這要求
我們要繼續加強與海外僑胞的交流合作。香港
是國際金融中心，中西合璧，聯通世界，是了
解世界發展大勢的窗口，也是國家「雙循環」
戰略的重要連接點。「十四五」規劃更提出支
持香港發展金融、航空、創科等「八大中
心」。香港要積極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
勢，對準「十四五」規劃定位，充分利用高度
國際化的大環境，引導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企
業家投資、改善海外到祖國投資創業的軟硬環
境、暢通海外僑胞與祖國聯誼交流的渠道，努
力在海外發展一支更加宏大的友好力量，發揮
香港在海外統戰工作爭取人心的作用，匯聚起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

美國眾議長佩洛西不顧中國政府堅決反對執意
竄訪中國台灣地區，解放軍自然回敬一場聲勢浩
大的軍事大演習。解放軍此次台海大演習頗具深
意和內涵。既然美國明目張膽地挑釁，那就不要
怕事了，也就不要怕面對解放軍採取各種各樣的
軍事手段來實施強力警戒。同樣，中國不惹事、
不怕事，而且一定能扛事。

最近幾天媒體播出一系列解放軍演習的現場片
段，這些視頻只有短短的幾十秒或一兩分鐘，視
頻中展示了殲20、轟6K等武器裝備，也有火箭
軍的彈道導彈、巡航導彈等。解放軍此次演習的
時間跨度非常大，從8月2日晚上一直到7日，
短短幾十秒或一兩分鐘能展示什麼？本質是什麼
也展示不了，真正的演習內涵科目是不為大家所
見，大家所看到的僅僅是皮毛而已，真正的戰鬥
力可能遠超我們想像。

解放軍台海大軍演要實現實戰化的目標，看演
習區塊圖就可一目了然。這一次演練完全是圍繞
整個台灣本島進行，極具實戰化和針對性，而且
距離台灣本島甚近，是實戰化的重要體現，明顯
是在做軍事鬥爭準備。一旦台軍貿然動手，解放
軍必然會全力反擊。最近有某些境外專家指出，
解放軍還不具備「攻台」的能力，他們這樣說，
實在是太小看解放軍了。

台海軍演預料趨向常態化
解放軍此次大規模軍事演習，對台灣全島實施

封鎖控制，使台灣方面不得不取消大量航班。很
明顯，這就是要震懾「台獨」勢力，同時震懾台
灣當局的域外主子，讓這些域外勢力深刻認識到
一點，中國政府的底線是不容突破和挑釁，這也

是解放軍台海軍演要達到的基本目的。
解放軍台海大軍演預料會實現常態化，今後會在

台海更多區塊進行大規模聯合演練。之前的解放軍
主要是艦艇繞台軍演、飛機繞台軍演，現在則可以
採取更多種方式實現在台灣全島全境周邊實戰演
練，而且這種演練更具威懾力。一旦實現了常態
化，有朝一日需要解決台灣問題時，就可以首先對
台灣全境實施封控並做好奪島的全面準備。

解放軍武器質量已大為提升
這次軍演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宣布封

控並做好部署工作，第二個階段是實兵實彈演
練，向目標區發射彈道導彈等武器實施警戒性打
擊。在整個軍事演練期間，諸軍兵種實施了聯合
大演練，包括海軍、空軍，還包括火箭軍、戰略
支援軍，各個軍兵種齊頭並進，實施全方位、全
天候、全域多手段軍事演練。

從解放軍公布的演練區塊圖可
見，這次所涉及到的區塊比較
多、比較大、比較遠，這和之前
1996年的台海軍演完全不一樣。
1996年的解放軍並沒有航空母
艦，也沒有高超音速導彈，也沒
有殲20、運20、直20、武直10
等等一系列新型軍事裝備，更沒
有071船塢登陸艦、075兩棲攻擊
艦、055大驅等這些大型的水面艦
艇，就連如今看上去不先進的
054A護衛艦在當年看來也是奢侈
品，不敢想像會擁有。可現在的
解放軍擁有了多種先進武器，而

且火箭軍的打擊能力和之前的第二炮兵相比，完
全是天壤之別，如今的反航母彈道導彈、高超音
速導彈、先進的洲際導彈，都是遏制美國強大對
手的絕對利器。可見，解放軍手中的武器不僅性
能更好了，而且數量更多了，這就是「鋼」多
了；加上美國的無端挑釁，解放軍進行軍事鬥爭
的「氣」也就十足了，因此不要拿1995年、
1996年的台海軍演和今天的軍演做對比。解放
軍在大踏步前進，新一輪軍事體制改革即將完
成，戰鬥力也將會更為強大。

天下不太平，印太不太平，台海不太平，這是
不可迴避的現實，美國等西方國家不想中國好，
挑釁加劇是必然的，解放軍做好軍事鬥爭準備就
顯得直觀重要和迫在眉睫。儘管30多年沒打過
仗，但全力苦練精兵的解放軍早就練就了殺敵報
國的本領，不懼任何強敵，挑釁者必敗。

解放軍環島軍演震懾反華謀「獨」勢力挑釁
宋忠平 時事評論員

8月2日，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一意孤行竄
訪我國台灣地區，粗暴干涉我國內政，嚴重損害
我國主權和領土完整。3日又與蔡英文會面，蔡
英文再度渲染所謂大陸「軍事威脅」，鼓吹「強
化自我防衛力量」，聲稱「堅守民主防線」。如
此卑劣行徑和錯誤言論，連日來引起香港各界人
士的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香港同胞與14億祖
國同胞站在同一戰線，實現祖國統一的決心堅如
磐石，堅定支持中央政府在對台問題上的嚴正立
場，全力支持和配合中央採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絕不允
許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受損。

佩洛西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
報規定，嚴重衝擊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向「台
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美國最新民調數
據顯示，對佩洛西持負面評價的美國民眾數量已過
半，美國中期選舉將至，佩洛西選擇再打一次「台
灣牌」，實際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私利。

「台獨」勢力才是台海和平的破壞者
反觀佩洛西政治履歷，管治經驗欠缺的她甚至

連千人小鎮都未曾管理過，卻能從一個眾議員做
到眾議院首位女議長，這離不開她最擅長的反覆

玩弄權術，運用選舉政治邏輯，不斷炒作議題，
為自身選舉服務。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佩洛西
的兒子數次捲入醜聞，最近一次是聯邦調查局對
舊金山腐敗官員的調查案，而她老公也涉嫌捲入
股票內幕交易案，成為眾矢之的，這已引發眾多
美國人對佩洛西的質疑。如此一個無法做到修身
齊家的人，佩洛西這種不講信用、沒有底線、不
顧國家安危的投機政客，最終只會將自己的國家
和人民帶入歧途。

美國政府縱容放任佩洛西竄訪台灣，只會讓世
界各國人民愈發看清，美方某些支持「台獨」分
裂勢力的政客與台灣島內「台獨」分子才是台海
和平穩定的破壞者、兩岸衝突的製造者、台灣民
眾利益的加害者。連日來，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和
各界人士都紛紛發聲譴責佩洛西竄訪台灣，聯合
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也重申，聯合國將繼續尊重一
個中國政策和聯合國大會通過的2758號決議。
這些都證明了，公道自在人心。

美國挑釁中國往往自食其果
事實上，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同包括美國在內

的所有國家建立和發展外交關係最重要的政治前
提和基礎。中美關係在過去40年保持穩定發展

勢頭。在這個原則問題上，在涉及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問
題上，我國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餘
地，美國應立即停止「以台制華」
錯誤做法，尊重我國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履行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若美方繼續一意孤行，
對此造成的一切嚴重後果最終只能由其自身埋
單。

回望歷史，美方每一次主動對中方挑起的挑
釁，結果無一不是自食其果，自取其辱。最新的
一個例子就是佩洛西等政客干預香港事務、煽動
黑暴勢力、支持反中亂港分子，卻恰恰加速了香
港止暴制亂、由亂到治、由治及興的進程，使東
方之珠重新煥發出生機和光彩。

民意不可違，大勢不可逆，堅決維護國家領土
主權，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14億多中國人民
的堅定意志，實現祖國統一更是全體中華兒女的
共同心願和神聖職責。這些跳樑小丑的鬧劇無疑
是螳臂擋車，只會加速中國統一的歷史進程。我
們堅信，在祖國統一的歷史大勢面前，任何謀
「獨」企圖都注定失敗，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
統一！

佩洛西竄訪台灣只會加速中國統一
閻偉寧 寧夏回族自治區政協委員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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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近年戰鬥力大增，已為台海進行軍事鬥爭做好充足準備。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