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與薩爾瓦多建交
讚薩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符國際大義順時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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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王毅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與卡斯塔內達舉行會
談。會談後，兩國外長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薩爾瓦多

共和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公報指，兩國政府同意
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處的原則基礎上發展兩國友好關係。
公報強調，薩爾瓦多共和國政府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薩爾瓦多共和國政府即日斷絕同台灣的
「外交關係」，並承諾不再同台灣發生任何官方關係，不進行任
何官方往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薩爾瓦多共和國政府的上述
立場表示讚賞。

中方：開展互利合作
王毅指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
是國際社會普遍共識，是中國同任何國家建立和發展關係的根
本基礎。薩爾瓦多作出政治決斷，承認並承諾恪守一個中國原
則，不設任何前提地同中國建交，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站到
了一起。至此，世界上已有178個國家同中國建立外交關
係。這再次充分證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符合國際大義、
順應時代潮流的正確選擇，是人心所向，是大勢所趨。
王毅強調，我同卡斯塔內達外長在會談中一致同意，雙方
將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深化政治互信，發揮互補優勢，
在廣泛領域開展互利合作。相信薩爾瓦多人民將會感受到中國人
民的熱情友好，並且在同中國的合作中獲得實實在在的福祉。歷
史將證明，同中國建交完全符合薩爾瓦多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長
遠利益。

薩方：拒台官方往來
卡斯塔內達表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是薩爾瓦多
對外關係中的歷史性事件，是從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出發作出的戰
略性決定。這意味着薩爾瓦多加入到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選擇的主
流，成為中國178個建交國的最新一員。薩爾瓦多政府承認一個
中國原則，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薩爾瓦多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
係」，將不再與台灣發生任何形式的官方關係，不進行任何官方
往來。
桑切斯．塞倫說，和中國建交將使薩爾瓦多獲益，給每個薩爾
瓦多人帶來更多機遇，「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持續增
長，在各領域取得的成就使中國成為當今世界最成功的國家之
一。」此外，中國在維護世界和平、推進南南合作等方面發揮了
重要作用，兩國建交將推進雙方在國際事務中的協作以及互利合
作。他表示，從現在開始，兩國代表將會開展對話，以尋找兩國
在貿易、投資、基礎設施、衛生、教育、旅遊等方面的合作潛
力，並確定可以採取的具體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與薩

爾瓦多昨日正式建交，台灣民進黨當局所謂「邦交

國」降至17個。薩爾瓦多也是近4個月內第3個與

民進黨當局「斷交」的所謂「邦交國」。中國國務

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昨日上午在北京同薩爾瓦多外

長卡斯塔內達簽署兩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

報。自公報簽署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薩爾瓦

多共和國相互承認並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薩爾瓦

多共和國政府即日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並

承諾不再同台灣發生任何官方關係，不進行任何官

方往來。薩爾瓦多總統薩爾瓦多·桑切斯·塞倫在當

地發表全國電視講話說，堅信與中國建交是「正確

的一步」，符合國際法、國際關係的原則，順應當

今時代不可逆轉的趨勢。

地處中美洲
的薩爾瓦多面
積僅2.07萬平

方公里，約相當於三個上海那麼
大，是中美洲面積最小，人口密度
最大的沿海國家，境內多火山，被
稱為「火山之國」。該國總人口約
658.2萬，官方語言為西班牙語。

薩爾瓦多原為印第安人居住
地，歷史上曾經淪為西班牙殖民
地，還一度被強制併入墨西哥第
一帝國，後於1841年2月18日
成立共和國。
該國經濟以農業為主，主要盛

產咖啡豆和棉花。此外，蔗糖也

是主要的國民經濟收入產品。薩
爾瓦多工業基礎薄弱，是世界上
「中低等收入國家」 之一，受
2008年國際經濟和金融危機影

響，經濟增長一直緩慢。但近年
來其服務業有較大發展。

■綜合新華社、海外網、
澎湃新聞及環球網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中
國時報》報道，民進黨原本安
排在昨日上午召開民調記者
會，公佈蔡英文此次「風光」
出訪成果與青年政策觀感民
調。不料記者會前卻傳出薩爾
瓦多與台灣「斷交」消息，原
本已經發給媒體的民調資料，
也趕緊回收、撤下記者會背
板，相當狼狽。
另據中央社報道，台灣當局

將「斷交」責任推給大陸和薩
爾瓦多，並無端指責稱都是金
錢原因。外事主管部門負責人
吳釗燮在臨時記者會上說，薩
國聯合港區的經營權需40億
美元，薩國去年開始表達希望
台灣參與相關標案，但台灣認
為這是不合適的開發案，並未
投標。吳釗燮在記者會上不斷
強調薩爾瓦多單方面要求擴大
資金援助，企圖將「斷交」全
部歸咎於金錢原因。

續作美「棋子」必遭民眾唾棄
中國國民黨前「立委」吳育

昇受訪時表示，蔡英文上任
後，對大陸採取對抗和挑釁態
度，雖然口口聲聲說「維持現
狀」，但卻推動「去中國化」
和「台獨」，包括最近的修改
課綱和阻撓金門通水典禮等。
他又批評道，蔡英文利用
「85。C」事件，激起兩岸網
民的對抗情緒，目的是借此操
弄選舉，對兩岸關係穩定發展
毫無幫助。吳育昇指出，蔡英
文上台後，已連失5個「邦交
國」，他預期台灣的「斷交」
將陸續有來。
台灣中華統一促進黨主席張

馥堂則說，我們不是幸災樂
禍，蔡英文「親美」「舔日」
「棄中」的做法只會為台灣帶
來無限災難，置台灣民眾於萬
丈深淵。台灣只是美國的「棋
子」，中美貿易戰開打，美國
企圖以台灣牽制中國大陸，蔡
英文若不擺脫美國，持續擔當
「棋子」，終究會被台灣民眾
唾棄。
張馥堂指出，相信台灣民眾

眼睛是雪亮的，大陸對台灣民
眾所釋出的惠台政策，都能讓
台灣民眾感受大陸對台灣的關
心與支持，蔡英文所為只是加
速兩岸統一的時間表。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
息，對於有聲音將中國與薩爾瓦多建
交說成是「金元外交」，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陸慷在昨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
會上回應指，中國和薩爾瓦多建立外
交關係是政治決斷，絕不是台灣方面
某些人想像的所謂「交易籌碼」。他
指出，希望島內某些人不要把任何問
題都理解為錢的問題。
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微信公

號昨日發佈的消息指，就當日有記者
問及台灣方面認為中國與薩爾瓦多建
交與大陸「金元外交」有關，陸慷回
應指出，薩爾瓦多政府決定同中國建
交，是出於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同，
是一項政治決斷，沒有任何經濟前
提。中方高度讚賞薩方的立場。
陸慷還說，我也想提醒台灣方面某

些人，世界各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
立和發展正常友好的國家關係是大勢

所趨、人心所向。希望島內某些人能
夠看清世界大勢，不要把任何問題都
理解為錢的問題。
另據新華社報道，針對蔡英文、民
進黨當局就此對大陸橫加指責，國務
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應詢表示，
民進黨當局企圖掩蓋真相、轉移焦
點，升高兩岸對抗，破壞兩岸關係，
是不能得逞的；企圖在國際上離間生
事，更是不自量力。

翻翻蔡英文的出訪行程，「過
境」美國時走訪NASA，媒體鎂光燈

中，看來十分風光，號稱是歷任台灣地區領導人「過
境」最高待遇。不過，比起蔡英文創下的另一項紀錄，
以上種種真是微不足道：加上此次「斷交」的薩爾瓦
多，蔡英文上任兩年連丟五個「邦交國」，前所未有。

近半年來，隨着蔡英文及民進黨當局「台獨」言行愈
發出格，「邦交」警報就愈發頻繁。這一任的外事部門
主管，大多數時間都在忙着輿論滅火，安撫民心。與聖
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馬、多米尼加、布基納法索一
樣，薩爾瓦多看清世界大勢，看清「一中」是人心所
向。即使剩下的17個「邦交國」，相信也並非看不清形
勢，只是說分手，通常還是要選個合適的時機。

台灣外事部門負責人吳釗燮在記者會上，不小心洩露
了民進黨當局面對「邦交國」一個個離去的無能為力。
他先指責，薩爾瓦多選在蔡英文「出訪」回來後與中國
建交，「針對性非常強」，又說到自己隨蔡英文「出
訪」期間，也和薩國外交部次長在巴拉圭會晤，但非常
遺憾，即使政府做這麼多努力仍無法挽回這樣的結果，
「要向民眾表達最深刻歉意」。吳釗燮一席話，正正說
明，台灣當局除了金援加持，早已在這個大局裡喪失了
主動權，更不要說有什麼「外交安全名單」。所謂安
全，只是台當局忽悠選民的招數罷了。

順帶一提，今次印尼亞運會，大陸官方媒體在中文通
稿裡，已經全部以「中國台北」來稱呼台灣代表團。對
於民進黨當局，大陸已經給了足夠的真心、耐心，台當
局卻心機滿滿，莫怪日後大陸不留情面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舒婕

吳釗燮沒留神 洩露蔡無能
�1?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在
中國與薩爾瓦多建交前，中國首任駐
多米尼加特命全權大使張潤於本月19
日抵多履新。
澎湃新聞昨日引述中國駐多米尼加
大使館消息指，19日張潤大使抵達當
天，多總統府副部長希門尼斯、外交
部亞洲和大洋洲事務司司長岡薩雷斯
大使、禮賓司副司長帕迪利亞大使、
中國駐多使館館員等赴機場迎接。
消息稱，張潤大使當日同希門尼斯
副部長等在機場貴賓室舉行了簡短友
好會見。張潤大使表示，很榮幸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使多米尼加，中多
建交開闢了兩國關係發展新時代，中
方願同多方加強政治互信、經貿往來
和人文交流，促進雙邊各領域互利合
作邁上新台階。中國駐多使館將竭盡
所能，同多方一道為中多關係發展貢
獻力量。
此前，今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

和國和多米尼加共和國相互承認並建
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多米尼加政府斷
絕同台灣當局的「外交關係」，承認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

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另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衛生健
康委員會昨日消息，國家衛健委副主
任崔麗日前在北京會見了到訪的巴拿
馬衛生部副部長埃里克．伍耀一行。
雙方一致同意，盡快商簽關於衛生合
作的諒解備忘錄，構建互利共贏的衛
生和健康領域夥伴關係。中巴兩國於
去年6月13日建交。崔麗表示，自建
交以來，兩國關係開啟新篇章。衛生
和健康作為中巴合作重要組成部分，
潛力巨大，前景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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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面積最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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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兩國建交絕非「交易籌碼」

中國首任駐多米尼加大使履新

■■王毅昨日與卡斯塔內達舉行會王毅昨日與卡斯塔內達舉行會
談談，，並簽署了並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薩爾瓦多共和國關於建立外交和薩爾瓦多共和國關於建立外交
關係的聯合公報關係的聯合公報》。》。 中新社中新社

■■吳釗燮吳釗燮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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