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飛帆林飛帆

◆◆陳椒華陳椒華

文 匯 要 聞A7

20222022年年88月月1717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2年8月17日（星期三）

2022年8月17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裴軍運、趙一聃

制裁10個「台獨」頑固分子
包括新「上榜」蕭美琴等7人及早前蘇貞昌等3人 禁其本人及家屬入陸港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台辦發言人16日

受權宣布對列入清單的一批「台獨」頑固分子等人員實施制

裁。發言人指出，「台獨」分裂是祖國統一的最大障礙，是民族復

興的嚴重隱患。

一段時期以來，少數「台獨」頑固
分子為一己之私，極力勾連外部

勢力進行謀「獨」挑釁，蓄意挑動兩岸
對立，肆意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在佩洛
西竄台期間表現尤為惡劣，進一步暴露
其冥頑不化的謀「獨」本性。大陸方面
絕不容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徑，絕不容
任何外部勢力干涉祖國統一進程，絕不
為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
何空間。
發言人說，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和兩岸同胞切身利益、堅決打擊「台
獨」頑固分子，決定公布蕭美琴、顧立
雄、蔡其昌、柯建銘、林飛帆、陳椒
華、王定宇等為列入清單的「台獨」頑
固分子，對他們及前已公布的蘇貞昌、
游錫、吳釗燮採取以下懲戒措施：禁
止其本人及家屬進入大陸和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限制其關聯機構與大陸有
關組織、個人進行合作，絕不允許其關
聯企業和金主在大陸謀利，以及採取其

它必要的懲戒措施，依法終身追責。決
定對游錫擔任董事長的「台灣民主基
金會」的執行長、吳釗燮擔任董事長的
「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的秘書長實施
制裁，禁止其進入大陸和香港、澳門特
別行政區。

膽敢以身試法 必將遭受嚴懲
發言人指出，統一是歷史大勢，是正

道。「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目前
公布的「台獨」頑固分子名單，不是清單
的全部。我們正告「台獨」頑固分子必須
懸崖勒馬，膽敢以身試法，必將遭受嚴厲
懲罰。任何人不要低估我們捍衛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
能力！我們希望廣大台灣同胞認清極少數
「台獨」分裂分子的害台本性，看清自身
利益福祉所繫，自覺與「台獨」分裂分子
劃清界線，堅決抵制、反對「台獨」分裂
活動，與大陸同胞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推進祖國統一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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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16 日受權宣

布對列入清單的一批

「台獨」頑固分子等

人員實施制裁，北京

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

兩岸研究所所長朱松嶺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出台第二批「台獨」頑固分子清單

只是打擊和遏制「台獨」的一種制裁方

式，並不意味着這是唯一制裁「台獨」

頑固分子的方式。他強調，未來如果

「台獨」勢力繼續興風作浪，繼續破壞

兩岸關係底線，不排除升級制裁方式，

加大制裁力度。

朱松嶺表示，「大陸一再表明，願意

盡最大努力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

但是也絕不給 『台獨』留下任何空

間。」他說，「何去何從，就看民進黨

當局的選擇了。」

制裁名單切中要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海

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對香

港文匯報表示，這份制裁名單不是全

部，但有典型性，切中要害，對準的基

本上屬於長期從事「台獨」分裂活動、

對國家統一具有嚴重危害性的「台獨」

頑固分子。這些人包括兩類：其一，之

前已宣布為「台獨」頑固分子的有關人

士，即蘇貞昌、游錫堃、吳釗燮，他們

是台灣地方機構部門負責人，對「台

獨」分裂活動有着直接政治責任和法律

責任；其二，新確定的「台獨」頑固分

子清單，包括蕭美琴、顧立雄、蔡其

昌、柯建銘、林飛帆、陳椒華、王定宇

等，他們中有些是長期從事駐美政治游

說工作的說客，有些是民進黨政治活動

骨幹，還有些是 2014 年「太陽花學

運」代表，構成「台獨」分裂的主要勢

力。

終身追責永久性懲罰
上述制裁措施生效執行的條件下，田

飛龍指出，有關法律後果將包括五項：

其一，限制入境導致他們及其家屬在大

陸和港澳地區的有關既存利益、活動利

益、經營利益、親屬關係等被切斷，他

們相比正常的台胞而言，將返回兩岸隔

離的舊狀態，不得不忍受諸多痛苦，可

謂自作自受；其二，禁止交易的影響力

立竿見影，其具有持久性和深度懲罰

性，不僅這些「台獨」頑固分子再做兩

面人或通過關聯台商從大陸、港澳謀利

的通道被完全截斷，更會導致他們的關

聯機構、關聯企業或遭受嚴重損失，或

為了合規避險而採取解僱切割的措施；

其三，其他必要的懲戒措施尚未明確，

但可能包括對有關財產的調查、凍結與

沒收，以及進一步的刑事懲戒；其四，

終身追責，表明對這些「台獨」頑固分

子法律非難的嚴厲性，對其懲戒不設追

訴時效，進行永久性懲罰；其五，最關

鍵的是長期利益的損失，即隨着中國走

向世界及穩步復興，這些「台獨」頑固

分子及其家族利益將遭受越來越嚴重的

打擊，陷入長期萎縮狀態，時間線越

長，其綜合代價越高，與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比拚未來，是一場不可能勝出的政

治死亡遊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8月14日，美國國會參議
員馬基等竄訪中國台灣地區。15日，中國
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台島周邊海空域組
織多軍兵種聯合戰備警巡和實戰化演練。
國防部嚴正聲明，這就是對美台勾連挑釁
的堅決回擊和嚴正震懾。「台獨」一日不
滅，美台勾連挑釁一日不息，解放軍的反
制行動就一刻不止！美國反華政客只要妄
圖在台灣問題上鑽空子、切香腸，解放軍
就必將予以迎頭痛擊！
昨日，中央廣電總台海峽時評欄目指

出，馬基此行在解放軍光明正大的反制行
動面前，顯得極為偷摸鬼祟。解放軍在台
海周邊海空域的大規模重要軍事行動剛告
一段落，美國國會參議員一行就唯恐天下
不亂，竄訪挑釁。不過，和美國航母在亞
太地區有空窗期不同，解放軍反「獨」行

動沒有空窗期。據島內媒體報道，14日當
天截至17點，解放軍共派出22架次軍機、
6艘軍艦在台海周邊進行常態化戰備警巡活
動；15日7批解放軍軍機「南北夾擊」進入
台所謂「防空識別區」。這充分表明，有
解放軍枕戈待旦，任何人想來台海興風作
浪、為「台獨」勢力張目，都注定失敗！
文章指出，馬基等人此次竄訪中國台灣

地區，也再次暴露出美是台海穩定攪局者
和破壞者的真實面目。世界上只有一個中
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同中方建交的
國家不得與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
來。佩洛西也好，馬基等人也罷，在未取
得中方同意的情況下竄訪中國台灣地區，
就是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公然侵犯，
事後如何狡辯粉飾，都改變不了其破壞台
海和平的事實。面對這些美國政客的卑劣

圖謀，中方一系列反制組合拳就是清晰宣
示：美方「以台制華」是行不通的，中方
不會任由美方破壞台海和平穩定，事關中
國核心利益，我們沒有模糊空間。
文章強調，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是14億多中國人民的堅定意志，得到國
際社會的廣泛支持。逆歷史潮流而動、違
背全體中國人民意志、阻撓中國統一進程
的任何圖謀和行徑，都必將以失敗而告
終。倘若美方仍有人不自量力，執意打
「台灣牌」挑釁，中國人民解放軍必將以
持續的有力行動堅決粉碎！

若「台獨」繼續興風作浪 不排除升級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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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台勾連挑釁一日不息 解放軍反制行動一刻不止

大陸方面8月16日宣布，在已列入蘇貞
昌、游錫、吳釗燮的「台獨」頑固分子
清單中，新增蕭美琴等7人，將對其依法
實施懲戒並終身追責。這些「台獨」頑固
分子長期圖謀分裂國家，在近期佩洛西竄
訪中國台灣地區時表現更是極為惡劣，被
依法懲戒是咎由自取。

佩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區是一場拙劣的
政治鬧劇，也是一次危險的惡意挑釁。佩
洛西竄訪前後，這些「台獨」頑固分子台
前幕後上躥下跳，輪番登場獻媚。他們有
的暗地裏操盤運作，有的枱面上鼓噪叫
囂，有的站在佩洛西左右配合演出，「倚
美謀獨」險惡用心和挾洋自重醜陋嘴臉暴
露無遺。

新列入清單且排名居首的蕭美琴，以民
進黨當局在美所謂「代表」身份，頻繁散
布謀「獨」言論，推動向美軍購，鼓動美
方炮製涉台消極法案，此次更賣力運作佩

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區。此人在操弄「台
美勾連」上劣跡斑斑，與以「撒謊、欺
騙、盜竊」為榮的美國政客蓬佩奧會面，
奴顏媚骨，醜態百出。

列入清單者中，顧立雄、蔡其昌直接參
與佩洛西表演。前者多次為軍購和美台勾
連赴美，後者與其餘人等則配合美方腔
調，把大陸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正
義之舉歪曲為所謂「軍事威脅」，把「台
獨」分裂圖謀包裝成所謂「堅守民主」，
顛倒黑白、混淆視聽。

纍纍罪行 筆筆清算
「台獨」頑固分子蓄意與國家和民族為

敵，甘當外部反華勢力馬前卒，公然挑釁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損害兩岸同胞
共同利益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他們「盡
台灣之物力，結外國之歡心」，妄圖將台
灣民眾綁上「台獨」戰車，把台灣推向災

難深淵。纍纍罪行，均記錄在案，必當一
筆筆清算！

「台獨」頑固分子是徹頭徹尾的民族敗
類，重拳打擊這些不肖子孫、無恥之徒，
具有充分的正義性、正當性、合法性和必
要性。針對「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
動和外部勢力干涉，大陸方面近期採取一
系列堅決有力的反制措施，包括增列「台
獨」頑固分子清單，對「台獨」頑固分子
關聯機構採取懲戒措施，對從事「台獨」
分裂活動、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嫌疑
人實施刑事拘傳審查，都是彰顯民族大
義、體現法律尊嚴、深得人心之舉。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數典忘祖、背
叛中華民族、危害同胞利益者，必遭歷
史正義的審判和國家法律的嚴懲。「台
獨」頑固分子以身試法、以卵擊石，只
會加速自我滅亡，注定被釘在歷史的恥
辱柱上。

新華社短評：對「台獨」頑固分子必須依法實施懲戒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國防
部網站消息，第10屆莫斯科國際安
全會議16日在莫斯科舉行。俄羅斯
總統普京發表視頻講話時表示，美
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冒險行為，是精
心策劃的挑釁。中國國務委員兼國
防部長魏鳳和在同一場合發表視頻
講話時表示，中國軍隊從來不懼怕
任何敵人，我們有戰勝一切來犯之
敵的信心和勇氣。
據克里姆林宮網站消息，普京

說，美國及其附庸粗暴干涉其他主
權國家內政，試圖維護自身霸權地
位。最近美國再次蓄意火上澆油，
挑起亞太地區局勢複雜化。美國在

台灣問題上的冒險行為不僅僅是個
別政客不負責任的竄訪，而是有目
的、有意識地破壞和擾亂地區和全
球局勢穩定戰略的一部分。我們認
為該事件是精心策劃的挑釁。

魏鳳和：
我們有戰勝一切來
犯之敵信心和勇氣

據國防部網消息，8月16日，國務
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應邀在第10
屆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上發表視頻講
話。魏鳳和說，中國熱愛和平、捍衛
和平，同時也堅定不移維護國家核心
利益。搞「台獨」分裂是絕對沒有好
下場的，外部勢力干涉是絕對不會得

逞的。前段，美眾議長佩洛西竄訪中
國台灣地區，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嚴
厲譴責，予以堅決反制。中國軍隊從
來不懼怕任何敵人，我們有戰勝一切
來犯之敵的信心和勇氣，必將以堅強
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維護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
魏鳳和說，中國軍隊願同各國軍
隊一道，踐行全球安全倡議、深化
防務安全合作、推動解決熱點問
題，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
全格局，打造堅實穩固的安全屏
障。
本屆會議由俄羅斯國防部主辦，8
月16日至17日在莫斯科舉行。

普京：美國個別政客竄訪台灣是精心策劃的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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