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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緊急召見有關歐洲國家、歐盟駐華使節、日本駐華大使 提嚴正交涉

同中方建交國家 不得與台官方往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8 月 4 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鄧勵奉命

台海風雲 之

反制進行時

就七國集團外長以及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發表涉台消極聲明緊
急召見有關歐洲國家和歐盟駐華使節，提出嚴正交涉。鄧勵表示，3 日
晚七國集團外長以及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發表涉台消極聲明，

孫中山先生地下有靈，也會指着蔡英文
的鼻子，說她是不肖子孫。
——王毅

這一歪曲事實、顛倒黑白的行徑完全是肆意干涉中國內政、公然進行政
治挑釁，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性質極其惡劣，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就此提出嚴正交
涉和強烈抗議。

鄧勵指出，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

識，是中國同各國交往的政治基礎，是
絕不可逾越的紅線和底線。一個中國原
則有嚴格的內涵，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
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
政府，同中方建交的國家不得與台灣進
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歐方言論嚴重違反一中原則
鄧勵指出，佩洛西竄訪台灣是赤裸裸
的政治操弄，是公然嚴重侵犯中國主權
和領土完整，中方當然要毫不猶豫做出
堅決回擊。針對美台勾連挑釁，中方反
擊天經地義。歐方不僅沒有對美方煽動
分裂中國、加劇台海局勢緊張、「以台
制華」的行為予以勸阻和譴責，還在聲
明中妄稱「將在適用時遵守一個中國政
策」，這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嚴重
衝擊雙邊關係的政治基礎。
鄧勵強調，民意不可違，台灣問題關
係到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維護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是 14 億多中國人民的最大
共識之一。我們願以最大誠意、最大耐
心、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
但也將以最堅強決心、用一切手段、不
惜任何代價阻止國家分裂。任何國家、
任何勢力、任何人都不要錯估中國政府
和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
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堅強決心、堅定
意志、強大能力。

以及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發表
涉台錯誤聲明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
鄧勵表示，日本夥同七國集團和歐盟
發表涉台錯誤聲明，顛倒黑白、倒打一
耙，替美國縱容佩洛西竄台、侵犯中國
主權的錯誤行徑張目，無理指責抹黑中
方，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反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
則，向國際社會發出嚴重錯誤信號，性
質影響十分惡劣。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予以強烈譴責。
鄧勵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歷
史經緯明明白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
事實和現狀清清楚楚。佩洛西不顧中方
堅決反對執意竄台搞政治挑釁，嚴重違
背一個中國原則，惡意侵犯中國主權，
激起中國人民強烈憤慨，引發國際社會

普遍反對。為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反
對國家分裂，中國政府採取反制行動合
理合法、天經地義。反對分裂、實現祖
國統一，是 14 億多中國人民強烈的共同
意志。我們願以最大誠意、最大耐心、
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前景，也將以
最堅強決心、用一切手段、不惜任何代
價反對分裂。

促日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鄧勵強調，台灣問題事關中日關係政
治基礎和兩國間基本信義。日本曾長期
殖民台灣，在台灣問題上負有不可推卸
的嚴重歷史罪責，理應更加謹言慎行。
中方強烈敦促日方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
件原則和在台灣問題上所作政治承諾，
停止干涉中國內政，慎重妥善處理涉台
問題，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王毅：美國不能一錯再錯
香港文匯報訊 在柬埔寨金邊出席東亞合
作系列外長會的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5
日晚召開記者會。據央視微博報道，王毅
在記者會上指出，當年美國眾議院議長金
里奇對台灣的訪問就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中國政府給予了強烈的反對，美國沒有任
何權利和資格再做同樣的錯事，再犯同樣
的錯誤。不能把過去的錯誤作為今天重新
再犯錯誤的借口和理由。王毅指出，難道
美國要把它在歷史上幹過的那麼多的壞
事、醜事都要重新再做一遍嗎？

警示美不要製造更大危機

日替美縱容佩洛西竄台影響惡劣
另據報道，當天，鄧勵奉命緊急召見
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就七國集團外長

◆8月4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金邊出席東盟與中日韓（10+3）外長會。 中新社

◆台灣民眾舉着「美國巫婆滾出中國台灣」及「麻煩製造者佩洛西滾出去」的牌子在
台北街頭抗議。
網上圖片

王毅在記者會上指出，美國歷史上幹了
很多侵犯別國主權的事，現在要改邪歸
正，是好事。王毅正告美國要履行尊重中
國主權及領土完整的承諾，不再干涉中國
內政，不再縱容和支持「台獨」勢力。
王毅表示，美國一貫善於製造出一個問
題，然後利用這個問題來實現自己的目
標。但是在中國面前，這套做法行不通。
王毅表示，我們要發出警示，美國不要輕

美方所作所為違背和破壞一中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大使秦
剛 4 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署名文章稱，台灣問
題是中美關係中極少數可能把中美引向衝突的問
題，必須以極為謹慎和負責任的方式進行有效處理
和管控。
針對美國會眾議長佩洛西在《華盛頓郵報》發表
的《我為什麼率國會代表團訪問台灣》一文，秦剛
於 4 日在該報發表題為《中國為何反對佩洛西眾議
長訪問台灣》的署名文章。

外交部記者會推薦閱讀文章
外交部發言人在 5 日舉行的記者會上特別向參會
記者推薦閱讀這篇文章，指非常簡潔清晰地闡釋了
台灣問題的由來，相信大家讀後一定會加深對台灣
問題的了解，也能更加深刻、正確地理解中國為什
麼反對佩洛西竄台。
文章指出，佩洛西眾議長是美政府三號人物。她
坐着美國軍機，高調對台灣進行如其所宣稱的「官
方訪問」，受到台民進黨當局高規格接待，而民進
黨把謀求「台獨」明確寫入其黨綱。這公然違背了
美方向中方作出的「不與台發展官方關係」的承
諾，是極不負責任的挑釁和危險行為。
文章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構成二戰後國際秩序的
組成部分，並已成為國際社會廣泛共識。美方聲稱

要遵守「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就應該切實
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文章接着說，美方在中美建交後單方面出台「與
台灣關係法」和所謂對台「六項保證」，以及美方
今天的所作所為，都是違背和破壞一個中國的原
則，試圖單方面改變台灣現狀，改變二戰後的國際
秩序。50 年前，基辛格博士親自參與了中美關係正
常化的談判，中美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妥善
處理了台灣問題。今天，基辛格博士卻感嘆道：
「美國不應以詭計或漸進的方式發展『兩個中國』
的方案。」
文章表示，近年來台灣當局拒不承認兩岸同屬一
個中國的事實和法理，「倚美謀獨」，割裂兩岸之
間的歷史、文化紐帶和民族身份認同，挑動兩岸對
抗。而美方則「以台制華」，不斷虛化掏空一個中
國原則。過去一年半來，美已5次售台先進武器。

美應傾聽尊重中國人民共同心聲
文章稱，拜登總統多次承諾美方堅持一個中國政
策、不支持「台獨」。但佩洛西眾議長訪台，向
「台獨」勢力發出「美國站在你們這一邊」的強烈
信號，這嚴重違背了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
公報以及美方有關承諾，只會進一步鼓勵「台獨」
勢力沿着危險道路越走越遠，讓本已緊張的台海形

香港市民警總集會要求通緝林榮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就竄
訪中國台灣地區的美國國會眾議長
佩洛西日前與竄逃台灣的香港銅鑼
灣書店負責人林榮基會面，有香港
市民昨日自發到警察總部集會，強
烈譴責兩人蛇鼠一窩，鼓吹「台
獨」與「港獨」，公然與 14 億中國
人民為敵。市民代表促請香港警務
處國安處盡快徹查及通緝林榮基，
決不能再讓賣國賊勾結外國勢力，

擾亂香港社會秩序。
香港市民代表尹先生一行四人，昨
日手持寫着「強烈譴責佩洛西林榮基
鼓吹『台獨』『港獨』分裂國家」橫
額和「通緝林榮基」等紙板，到香港
灣仔警察總部集會及向警務處長蕭澤
頤遞交信件。他們在場高喊「佩洛西
林榮基反中亂港黑手」、「促請國安
處長盡快通緝林榮基」等口號，並將
信件交與警方代表接收後離去。

◆秦剛 4 日
在《華盛頓
郵報》發表
署名文章
《中國為何
反對佩洛西
眾議長訪問
台灣》。
網上圖片
勢變得更加複雜、危險和不可預測。
文章還表示，台灣問題本質上不是所謂民主問
題，而是事關中國主權和統一的重大原則問題。佩
洛西眾議長訪台激起了 14 億多中國人民的憤慨。如
果美方真的尊崇民主，就應該在台灣問題上傾聽和
尊重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共同心聲。
文章指出，當前新冠疫情仍在肆虐，烏克蘭危機
延宕難解，外溢效應日益加劇。中美應該加強協調
合作，團結其他國家共同應對這些挑戰。有的政客
為了博眼球，留下所謂個人政治遺產，蓄意損害對
方核心利益，只會使中美關係雪上加霜，把兩國人
民和軍隊置於衝突對抗的險境。

◆香港市民
昨日在警總
外集會，強
烈譴責佩洛
西竄訪台
灣，同時譴
責林榮基跪
見佩洛西，
幹分裂國家
的勾當。
受訪者供圖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就是台海現狀
王毅指出，美方說中國改變台海現狀，
這完全是造謠和污衊。王毅表示，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中國
只有一個，這就是台灣自古到今的現狀。
中美建交公報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認台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就是幾十年來一直
不變的台海現狀。是美方和台灣的分裂勢
力打破了這個現狀。王毅舉例說明美國持
續在改變台海現狀，稱美國實際在不斷掏
空一中政策。

中國軍事演訓公開透明專業
針對近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島周邊
舉行軍事演訓，王毅表示，中國的演訓是
在公開、透明、專業的情況下進行的，旨
在維護國防需要，旨在表明反對「台獨」
的決心。王毅表示，如果誰想讓局勢繼續
升級，那就是別有所圖。

「台獨」分子以身試法 嚴懲不貸終身追責

秦剛《華郵》撰文：中國為何反對佩洛西竄訪台灣

舉妄動，不要製造更大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 日前，美國國會眾議長佩
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區，上演了一場徹頭徹
尾的政治鬧劇。8 月 4 日，搖尾乞憐、賣力
策動這場鬧劇的民進黨當局所謂「駐美代
表」蕭美琴引起大家關注，遭到眾人唾棄。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對此嚴正表態，任何出
賣民族利益、搞「台獨」分裂的人，絕對沒
有好下場，必將遭到歷史清算。
昨日，中央廣電總台海峽時評欄目指出，
頂着所謂「駐美代表」帽子的蕭美琴，在民
進黨中並不算顯眼。但一直以來，此人削尖
了腦袋往美國反華政圈裏鑽，頻繁散布謀
「獨」言論，不擇手段拉攏討好蓬佩奧、阿
扎等臭名昭著的美國政客，跪舔「洋主子」
推動向美軍購，毀廉蔑恥鼓動炮製涉台消極
法案……配合美國打「台灣牌」的斑斑劣
跡，罄竹難書。此番更是為了謀求「台獨」
政治私利，甘當外部反華勢力馬前卒，極力
推動佩洛西這個被金錢政治扭曲的拙劣政客
竄台，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實在無恥！
文章強調，蕭美琴處心積慮「倚美謀獨」
逃脫不了正義的懲罰。國台辦發言人日前已
明確表示，國家追究「台獨」頑固分子刑事
責任具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凡是以身試法
者，我們將採取刑事懲處措施，依法嚴懲不
貸，終身追責。蕭美琴必難逃法網。在台灣
島內，越來越多的島內民眾已經認識到，蕭
美琴之流幹的是搾百姓血汗、謀個人私利、
討「洋主子」歡心的勾當，完全是吃「人血
饅頭」、賣台求榮。島內堅持正義的民眾要
擦亮眼睛，認清「台獨」分子的醜惡嘴臉、
認清「台獨」分裂的危害性和危險性，與大
陸同胞一道剷除「台獨」禍根，挫敗「台
獨」圖謀，將這些「台獨」分子碾碎在祖國
統一歷史進程的滾滾車輪下。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決
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
的共同願望，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任何
人、任何勢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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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任何勢力出賣民族利益、
搞「台獨」分裂，都必將落得死無葬身之地
的悲慘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