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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白宮恪守一中原則 停止美台軍事聯繫

中方促美速撤對台軍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據外電報道，美國國務院 8 日

美近年對台軍售（部分）

批准兩項「對外軍售案」，允許向台當局出售包括 108 輛 M1A2「 艾布拉
時間

筆交易總額超過 22 億美元。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經

2017年6月

14.20

HARM 反輻射飛彈、聯合距外武器（JSOW）空對地飛
彈、標準二型（SM-2）飛彈

2015年12月

18.31

「佩里」級導彈護衛艦、標槍反坦克導彈、陶式-2B
反坦克導彈

2011年9月

58.52

F16A/B戰機升級

2010年1月

63.94

UH60M黑鷹多用途直升機、愛國者三型射擊模組、愛
三訓練模組一套

2008年10月

64.63

AH64D 第三代阿帕奇長弓攻擊直升機、愛國者三型
射擊模組、愛國者三型飛彈

就此向美方提出了嚴正交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昨日嚴正指出，中方敦
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立即撤銷上述對台
軍售計劃，停止美台軍事聯繫，以免對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造成進
■耿爽

中央社

一步的損害。

案」，允許向台灣當局出售 108 輛 M1A2
「艾布拉姆斯」坦克以及包括 14 輛 M88A2
坦克搶修車、16 輛 M1070A1 重型裝備運
輸車和彈藥支持系統在內的輔助設備，和
約 250 枚毒刺導彈等武器，兩筆交易總額
超過22億美元。美方稱，該筆交易是基於
所謂「與台灣關係法」的內容，並且是為
「美國的國家、經濟和安全利益」
服務。
據報道，美國國務院新聞稿還指出，
此軍售案是依法提交可能軍售通知，並
不代表已完成銷售。據美聯社昨日消
息，美國國會目前仍可投票阻止此次對
台軍售。

耿爽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政府和人
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外來干
涉的堅定決心。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
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立即撤
銷上述對台軍售計劃，停止美台軍事聯
繫，以免對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造成
進一步的損害。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美方此舉粗
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台海和平穩
定，我們堅決反對。美方應立即撤銷有關
對台軍售計劃，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
發出嚴重錯誤信號。馬曉光再次正告民進
黨當局，任何挾洋自重、升高對立的行徑
必將引火燒身，自食惡果。

轟美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專家：美圖借軍售施壓貿易談判

在昨日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
人耿爽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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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主權和
安全利益，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
反對，已經就此向美方提出了嚴正交涉。

台當局高調宣稱此次美國軍售是
「常態化
軍售」
的標誌。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
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係學院教
授宋偉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提出，考慮
到海峽兩岸的實力差距懸殊，美國的對台
軍售更多是象徵意義，美國不可能也沒有
必要武裝台灣到能和大陸對抗的程度。

據觀察者網引述美媒報道，美國國務
院在 8 日批准了兩項「對外軍售

主要武器

金額(億美元)

姆斯」坦克（港稱「M1A2 艾布蘭主戰坦克」）在內的多款武器裝備，兩

該專家判斷，如果美國對台灣軍售導致
了台灣公開宣佈「獨立」，必然導致大陸
不惜一切代價動武，這並不符合台灣的整
體利益，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不過，宋偉提醒，在中美戰略競爭的背
景下，美國對台灣的軍售的規模、武器先
進程度都會不斷提高，因為台灣問題是美
國牽制大陸的一個抓手。他認為，只要台
灣沒有統一，大陸必然要考慮到美國在台
灣的影響力。
日前，中美兩國經貿磋商團隊開始重新
接觸。宋偉表示，美國選在這個時候進行
軍售，肯定也與貿易談判重啟有關，美國
也想借此向中方施加壓力，企圖迫使中國
在談判中做出更多的讓步。
對於中方未來可如何應對美國對台軍售可
能的升級和「常態化」問題，宋偉表示，中
國方面堅決反對美國對台灣的軍售，但美國
對台軍售並不意味着台灣「獨立」，因此這
是一個中美關係間的問題。他建議，必要時，
中國可以採取與美國降低外交層次的做法來
表明自己的嚴正立場。另外，在其他一些美
國有求於中國的地區和國際熱點問題上，中
國也可以做出相應的反制。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

島內民眾：
「撒錢」
不如拚經濟

■台灣民眾紛紛怒斥蔡當局「亂花百姓納稅錢」。有台灣民眾表示「買了不就成超級冤大
頭了嗎」，「買這些還不如拚經濟」，「把錢拿來照顧弱勢，用於百姓和小孩身上才是重
點」。圖為高雄市彌陀區漁會拍賣場採購場景。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葛沖及中央社報
道，台灣地區對外事務部門宣稱，感謝美方
逐步落實對台軍售常態化機制；這次採購對
於提升台灣自我防衛能力及落實「國軍」整
體防衛作戰概念，具重大意義與幫助。但
是，對於民進黨當局執迷不悟的「撒錢」行
為，台灣民眾紛紛表示不滿，怒斥蔡當局
「亂花百姓納稅錢」。有台灣民眾表示「買
了不就成超級冤大頭了嗎」，「買這些還不
如拚經濟」，「把錢拿來照顧弱勢，用於百
姓和小孩身上才是重點」。

台或將獲美軍現役坦克
■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此次交易額為22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圖為美國將售予台灣的M1A2艾布蘭主戰坦克。

李政宏：修訂「人民關係條例」是倒行逆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實習
記者 潘鄰安 武漢報道）全國台企
聯會長李政宏昨日在武漢出席第十
六屆湖北．武漢台灣周時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稱，蔡英文當局企
圖修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非常
不妥，對廣大台商將造成很大傷
害；從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發展
上來講，此舉是倒行逆施。
近日，台當局領導人蔡英文在社
交平台上發文稱，台灣地區立法機
構下個會期將推動《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中關於「中共代理人」的修
改，「嚴格規範」台灣民眾、法
人、團體和機構為大陸進行「危害
台灣安全」的政治宣傳、聲明發表
以及參加大陸所舉辦的會議等。
李政宏表示，兩岸合則兩利，唯
有更密切地交流和合作才能夠消除
歧義，往更好的方向去發展。

限制兩岸交流將傷害台商
他並稱，目前大陸的整體經濟還
是向好的情況，大陸是全球最大的
單一市場，任何人都不可能放棄這
麼大的市場背後的龐大商機。台商
朋友在世界各地佈局之外，中國大
陸這一塊是必不可少的，非常多的
台商正是借助大陸市場逐漸發展和
壯大起來，如果限制兩岸往來對廣
大台商將造成很大傷害。
他強調，「從長遠的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和發展上來講，蔡英文此舉
是倒行逆施，不足取。台企聯會通
過適當的管道去傳達對這一做法不

認同、不贊同。」
當天上午，第十六屆湖北．武漢
台灣周暨兩岸企業家峰會主場活動
在武漢舉行，台灣政界、工商界、
金融界知名人士，台灣重要工商團
體負責人，全國台企聯及各地台協
會長等400餘台胞參會。國台辦副主
任裴金佳在開幕式上表示，本屆台
灣周聚焦「新時代、新動能、新融
合」的主題，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
記的重要講話精神，為促進兩岸合
作發展搭建了新的平台。

湖北註冊台企近三千
裴金佳說，大陸經濟總體平穩，
經濟保持長期向好的趨勢不會改
變，絕大部分台企已經享受到新一
輪改革開放政策紅利，特別是減稅
降能舉措帶來的好處，儘管當前國
際經濟形勢產生很大變化，但是大
陸基礎設施完善、產業配套能力
強、資源充足、經商環境持續優
化，市場規模極大，仍然是台商投
資的最佳選擇。
中共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表示，
截至今年3月底，湖北已有註冊台資
企業 2,775 家，並有中部首個海峽兩
岸產業合作區、19 個台資園區和 1
個台資企業創新服務示範基地，常
駐台胞 3,000 多人，累計有 40 多萬
人次台胞來到湖北交流。兩岸企業
家峰會台方理事長蕭萬長指，台商
在湖北投資領域從傳統產業、密集
製造業逐步擴散到電子訊息，精密
儀器，智能製造等高新科技產業。

網上圖片

資料顯示，此次台灣地區可能獲得的M1A2

國台辦：民進黨製造兩岸敵意必被台胞拋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台
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應詢指出，民進
黨當局以人民利益為敵的倒行逆施，
必將進一步使自己置於千夫所指的境
地，最終只能被台灣民眾所拋棄。
有記者問，據報道，民進黨當局有關
部門日前啟動「選舉查察」，將大陸企
業採購台農產品列為所謂「搜報」重
點，引發台灣農漁民質疑與反彈。請問
對此有何評論？馬曉光在答問時作上述
表示。
他還指出，農產品銷售事關台灣廣

大農民的切身利益。多年來，我們本
着「兩岸一家親」理念，積極幫助台
灣農民朋友拓展大陸市場，解決農產
品銷售困難，深受廣大台灣民眾的歡
迎。大陸已經成為台灣農產品第一大
出口市場。
馬曉光說，民進黨當局為了撈取選
舉利益，不斷以各種手段製造兩岸敵
意，破壞兩岸關係。現在又將黑手伸
向農產品採購，直接侵害台灣農漁民
利益，引起台灣農會、漁會的強烈憤
慨，遭到台灣民眾的一致譴責。

■李政宏昨日出席第十六屆湖北·武漢台灣周時稱，蔡英文當局企圖修訂《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是倒行逆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 攝

艾布蘭主戰坦克是美國陸軍與美國海軍陸戰
隊現役的主戰坦克，其全重約 63 噸，裝備複
合裝甲，主炮為 120 毫米 44 倍徑 M256A1 滑
膛炮，備彈 42 發，M1A2 的動力由萊康明
AGT1500 燃氣渦輪引擎提供，該型號燃氣渦
輪引擎馬力高達 1,500 馬力，且可使用汽油、
柴油與煤油等不同類型的燃料。
若此次軍售交易完成，這將成為台灣陸軍
延宕 40 年以後，首次獲得新型主戰坦克。據
報道，台軍從今年開始，為了應對嚴重的機
械化步兵數量不足，開始進行合成營改革。
未來這些 M1A2 坦克，將會和台軍「雲豹」
步兵戰車一起組成合成營，成為台灣北部地
區的「決戰突擊力量」。

誤發登革熱警訊
台灣疾管署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台灣疾病管制署昨日發出今年首個
登革熱警訊就出錯，原本只針對台
南市開山里，不料全台民眾都收
到。疾管署當天下午召開記者會道
歉，稱初判是系統出錯導致；在除
錯未完成前，將不再發送關於傳染
病相關的廣播警訊。
疾管署當天針對台南市開山里發
佈登革熱警訊，警示
「所在區域（開
山里）有本土登革熱疫情」，但全
台大部分民眾皆收到此條警訊。有
網友因此將地圖中整個台灣改為開
山里，戲稱蔡英文變「里長」，開
山里也瞬間登上網絡熱搜第一。
疾管署下午緊急召開記者會，副
署長莊人祥說明，日前詢問高雄
市、台南市政府，是否要因應登革
熱疫情發警訊，台南市政府 8 日回
覆，希望針對開山里先做宣導，疾
管署也依循過去流程，發佈簡訊。
不過，莊人祥說，因過去系統版
本較舊，加上資安防護最近做了升
級，初步了解人員發送訊息的設定
無誤，可能是系統出錯，把原來開
山里周邊的 300 多「米」變成 300 多
「公里」。因系統錯誤，鄭重向全台
民眾道歉。目前正在進行系統除
錯，除錯未完成前，不會再發送廣
播警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