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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制裁對台售武美企
召見美官員促撤軍售計劃 涉 10 裝備總價 142 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美國政府 16 日宣佈向台灣出售總額約 18.3 億美元
（約合港幣 142 億元）的武器裝備，這是 4 年來美國首次對台軍售，也是近 40 年來間隔時間最
長的一次軍售。對此，中方已向美國提出嚴正交涉。中國外交部表示，中方決定採取必要措
施，包括對參與此次美方向台灣出售武器的企業實施制裁；同時中國國防部也表示堅決反對，

10 項裝備武器包括兩
報道稱，此次美對台軍售的
艘「佩里」級導彈護衛艦、標槍反坦克導彈、

陶式-2B 反坦克導彈、AAV-7 兩棲突擊車、毒刺防空
導彈及其他裝備等，共 18.3 億美元（約合港幣 142 億
元）。

促美遵循三個聯合公報

強烈督促美方撤銷對台軍售、停止美台軍事聯繫。

美國宣佈對台軍售當天，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鄭澤光
奉命召見美國駐華使館臨時代辦李凱安，向美方提出
嚴正交涉。中方決定採取必要措施，包括對參與此次
美方向台灣出售武器的企業實施制裁。
鄭澤光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美方向台
灣出售武器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嚴重違反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嚴重損害中國主
權和安全利益。任何人都不能動搖中國政府和人民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外來干涉的堅定意
志。
中方敦促美方撤銷上述售台武器計劃，停止美台軍
事聯繫，以免給中美關係和雙方重要領域的合作造成
進一步損害，美國在售台武器上的錯誤做法將不可避
免地使中美兩軍關係受到影響。

2011 年，奧巴馬政府宣佈對台 64 億美元（約合港
幣 496 億元）軍售之後，中國中斷兩國軍方高級別交
流近一年時間。時隔 4 年，美國對台軍售再次冒頭意
欲何為？

學者：料作實質性懲罰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對本報指
出，美國此舉主要是基於台灣「大選」在即，想藉機
顯示自己仍是局勢主導者或者重要參與者，「也就是
想刷點『存在感』」；其次，也有國內壓力成分，近
年來兩岸軍力對比迅速傾斜，美國有些政治勢力為之
不安，因此一直對奧巴馬施壓。
金燦榮說，中方此次的反應比較強烈，料會對涉事
美企作出實質性懲罰，這應該是首次，「此前也說過
制裁，但沒有具體行動，這次應該不一樣。」
不過金燦榮也認為，此次美國售台的武器數量不
大、裝備也比較落後，不可能改變目前台海兩岸軍力
對比的現狀，從總體上說此次事件不至於影響中美關
係大局。今後，中方是否還會採取相應舉措，料要視
美國行動而定，「奧巴馬的回歸亞洲戰略實施了五
年，效果不是很好，在他任期還有一年多時，如果主
打『台灣牌』，大陸反應會更加強烈。」

台團體反對美對台軍售
■「佩里」級導彈護衛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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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武器清單（部分）

■AAV-7兩棲突擊車。

■毒刺防空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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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艘「佩里」級導彈護衛艦 1.9億美元（約合港幣15
億元）
--今年 9 月 29 日，美國海軍隸下的「佩里」級艦已
全部退役。
--配有防空、反潛、反艦武器。
208 枚標槍反坦克導彈 5,700 萬美元（約合港幣 4.4
億元）
--不僅可肩扛發射，還可安裝在輪式或兩棲車輛上
發射。
--採用紅外焦平面陣導引頭，實現全自動導引，具
有晝夜作戰能力，射程2,000米。
36 輛 AAV7 兩棲突擊車 3.75 億美元（約合港幣 29
億元）
--最大時速：公路，前向行駛 72.4 公里/小時；水
上，噴水推進 13.5 公里/小時；水上，履帶推進 7.2 公
里/小時。
--配有一具 40 毫米 MK19 榴彈發射器和一挺 12.7 毫
米M85機槍。
--可防禦輕型武器、炮彈破片的攻擊，但不具備核
生化防護能力。在海中浮游時能克服 3 米浪衝擊，即使
整輛車沒入浪中10至15秒後，仍能保證操作安全。
254 枚毒刺防空導彈 2.17 億美元（約合港幣 17 億
元）
--為攜帶型、短程防空武器，自動導引式紅外線熱
追蹤飛彈系統。
--可擊落4,800米範圍內、3,800米高度下的目標。
--飛彈本身裝有敵友識別器，防止誤擊。
資料來源：綜合人民網及鳳凰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昨日發表聲明，反
對美國對台軍售，呼籲台灣當局與社會各界，應確立以「停止對美軍購、落
實造福民生；兩岸攜手合作、維護和平發展」的共識。
本月16日，美國政府通知國會，決定向台灣出售總額約18.3億美元的武器
裝備。對此，台灣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勞動黨主席吳榮元指出，美國
對台軍售不利於兩
岸各界期待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局面進
一步深化的要求。
支持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民眾都要嚴
肅對待，提出強烈
反對。論壇呼籲台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
灣當局與社會各界 勞動黨主席吳榮元。 中新社
應形成停止對美軍
購的共識，把軍購預算拿來落實改善人民生活的社會
政策。
台灣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呼籲，繼續保持和營造兩岸
領導人會面所形成的良好氛圍，繼續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兩岸攜手合作維護台海穩定及
■標槍反坦克導彈。
網上圖片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美近 10 年對台軍售一覽表
年 份

金額（美元）

2007年

453 枚 AIM-120C-5 型 空 空 導 彈 、 「 小 牛 」 空 對 地 導 彈 、 66 架
F-16C/D型戰鬥機、12架P-3C型反潛機、144枚「標準」-2型導彈。

64億元

2008年

「愛國者」-3 反導系統、E-2T 型預警機升級系統、「阿帕奇」直升
機等武器裝備

64.63億元

2010年

2 套愛國者 PAC-3 發射組、UH-60 黑鷹直升機 60 架、鶚級海岸獵雷
艦2艘、魚叉遙測訓練導彈12枚

63.94億元

2011年

F-16A/B型戰機升級及武器配備

58.5億元

2014年

4艘二手「佩里」級導彈護衛艦

4,000萬元
資料來源：綜合人民網及鳳凰網

中國暗物質探測衛星「悟空」升空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昨日早上把一枚名
為「悟空」的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送入太
空，這是人類在探索宇宙核心秘密的進程
中又邁出的重要一步。
據新華社報道，在中國西北荒漠中的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長征二號丁」運
載火箭背負着暗物質探測衛星在霞光初
露 的 背 景 下 騰 空 而 起 。 10 多 分 鐘 後 ，
「悟空」成功抵達 500 千米高的太陽同步
軌道。
以《西遊記》中神通廣大的「悟空」為
名的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有望用「火眼
金睛」探測到披着「隱身衣」的暗物質存
在證據。

中國駐朝使館：

「朝逮捕百餘華僑」子虛烏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人民網報道，中國駐朝使
館消息，針對有媒體報道「朝鮮當局以間諜
罪嫌疑逮捕了生活在平壤和其它城市的100 多
名中國華僑」一事，中國駐朝鮮使館發言人
16 日回應稱，旅朝華僑違法犯罪屬於極個別
現象，根本不存在所謂「間諜」，所謂「百
名華僑被逮捕」更是子虛烏有。
有記者問：有報道稱，朝鮮當局以間諜罪
嫌疑逮捕了生活在平壤和其它城市的100 多名
中國華僑。您對此有何評論？
中國駐朝鮮使館發言人回答：中朝兩國
是傳統友好鄰邦。目前，約有 3,000 多名華
僑在朝鮮工作、生活，主要居住在平壤、

觀測範圍為世界最寬
暗物質衛星首席科學家、紫金山天文台
副台長常進說，「悟空」是世界上迄今為
止觀測能段範圍最寬、能量分辨率最優的
空間探測器，其觀測能段是國際空間站阿
爾法磁譜儀的10倍，能量分辨率比國際同
類探測器高3倍以上。
「暗物質」被比作「籠罩在21世紀物理
學天空中的烏雲」，它由萬有引力定律證
實存在，卻從未被直接觀測到。科學家估
算，宇宙中包含 5%的普通物質，它們組
成了包括地球在內的星系、恒星、行星等
發光和反光物質，其餘 95%是看不見的暗
物質和暗能量。
每秒鐘都有無數暗物質穿透人體，但科

出售軍備

新義州、清津等地。長期以來，旅朝華僑
遵紀守法，努力工作，同朝鮮人民一道為
朝鮮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積
極貢獻，也為繼承和發揚中朝傳統友誼發
揮了重要作用。
旅朝華僑違法犯罪屬於極個別現象，根本
不存在所謂「間諜」，所謂「百名華僑被逮
捕」更是子虛烏有。
新時期新形勢下，中朝雙方正積極致力
於發展兩國傳統友好合作關係，包括廣大
華僑在內的兩國民眾是發展中朝關係的重
要力量，相信廣大僑胞將會繼續為此發揮
積極作用。

外交部：
■昨日，搭載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的「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升空。
學家們既不知道暗物質長什麼樣、有多
重，也不知道它具有怎樣的物理性質。揭
開暗物質之謎將是繼日心說、萬有引力定
律、相對論及量子力學之後的又一次重大
科學突破，從而推動解釋宇宙為什麼會是
這樣以及將怎樣演化。而這枚 1.9 噸重的
衛星是中國科學衛星系列的首發星，有望
探測到暗物質湮滅或衰變的證據。

探測成果料次年公佈
「悟空」將在首 2 年對全天掃描，之後

新華社

根據探測結果，對暗物質最可能出現的區
域定向觀測。首批科學成果有望在衛星發
射6個月至1年後發佈。
之前，西方科學家已經通過阿爾法磁譜
儀等裝置探索暗物質，並取得成果。中國
也在四川建立了世界最深的暗物質地下實
驗室。
「暗物質的物理性質還沒有弄清楚，沒
有人能百分之百保證衛星一定能找到暗物
質。但只要它工作正常，就為我們打開了
一扇新窗口。」常進說。

望儘快批准 IMF 改革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
人洪磊昨日表示，希望有關國家儘快批准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改革方案。
在當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
據報道，16 日，美國國會在政府財政支出法
案中包含了給予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中更大話語權的內容，法案有望
18 日在國會獲得通過並最終成為法律。中方
對此有何評論？

洪磊說，中方注意到有關報道。2010 年，
20 國 集 團 領 導 人 就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組 織
（IMF）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方案達成共識，
距今已有 5 年時間。國際社會一直期待 2010
年IMF改革方案得到落實。
洪磊表示，希望有關國家儘快批准改革方
案，這事關 IMF 有效性和合法性，事關國際
經濟金融體系穩定。「我們並希望國際金融
體系改革在此基礎上取得進一步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