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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稱已批准對台出售 80 億美元戰機

中方：採必要措施維護自身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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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時間 18 日證實，他已經批准向台灣出售總價值達 80 億
美元的 66 架 F-16V 戰鬥機的交易。這是近年來美國對台灣
金額最大、最重要的軍售案之一。中國外交部對此表示堅
決反對，並敦促美方立即取消該項軍售計劃，停止售台武
器和美台軍事聯繫，否則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必須由美方
承擔。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表示，中方將根據形勢的發展，
採取必要措施維護自身利益。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指出，
任何勢力都不要低估我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
和能力。
22.2 億美元的售台武器計劃後，中國外交部
上月，美國宣佈價值約
發言人曾表示，中方將對參與此次售台武器的美國企業實施制

裁。中國政府和企業將不會同這些美國企業開展合作和商業往來。
據外媒報道，特朗普當地時間 8 月 18 日離開新澤西州前回應媒體提
問，被問及是否售台F-16V戰機時表示，他已批准這筆80億美元的軍售
案，軍售案「將（給美國）帶來很多錢，很多工作機會」，美方相信台
防務部門會「負責任」地使用這些戰機，該軍售協議已提交國會參議院
審議。美國參院外委會主席、眾院外委會主席等多位議員 16 日皆發佈
聲明，表示樂見特朗普政府售台 F-16V 戰機。上月，美國國務院已批准
對台出售總值22億美元的武器，包括坦克及刺針防空導彈。

促美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在北京，針對美國對台軍售問題，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 19 日的外交
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已注意到有關報道。他說：「中方近來多次
就美擬售台 F-16V 戰機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我要再次強調，美國向台
灣出售武器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是『八．
一七公報』的規定，嚴重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中
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耿爽指出，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國的核心利
益，中國維護自身主權和安全的決心堅定不移。中方敦促美方認清美售
台武器問題的嚴重危害性，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
定，立即取消該項軍售計劃，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軍事聯繫。否則，由
此造成的一切後果必須由美方承擔。他還強調，中方將根據形勢的發
展，採取必要措施維護自身利益。

蔡當局損兩岸同胞利益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19日晚亦就美方擬向台灣出售F-16V戰機事應詢
表示，外交部已就此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美方此舉粗暴干涉中國內
政，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嚴重損害中美關
係、兩岸關係和台海地區和平穩定，我們堅決反對。美方應立即取消有
關對台軍售計劃，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任何勢
力都不要低估我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能力。他還表示，
蔡英文和民進黨當局損害兩岸同胞的利益，不惜充當美「馬前卒」，向
美繳納高額「保護費」，最終只能成為「棄子」，被永遠地釘在歷史恥
辱柱上。

國台辦促台當局停破壞港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台灣事
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 19 日應詢表示，任何人
都無權凌駕於法律之上，正告民進黨當局停止
破壞香港特區的法治，停止插手香港事務，不
得以任何方式縱容違法犯罪分子。
有記者問，近日，民進黨發表聲明稱，蔡英
文和相關單位已經下令，將用「人道救援」方
式給予某些香港居民赴台「個案協助」，請問
對此有何評論？馬曉光在答問時作以上表述。
他強調，民進黨當局罔顧事實、顛倒黑白，
不僅為香港少數暴力激進分子掩蓋罪行、助長
他們禍害香港的囂張氣焰，還公然聲稱為其提
供庇護，讓台灣成為「避罪天堂」，這將置台
灣民眾安全與福祉於何地？
另據報道，台灣競爭力論壇 19 日在台北就當
前涉港議題舉行記者會。記者會邀請台灣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 19 日在北京的例行記者會上就美國總統特
朗普日前相關言論做出回應：希望美方能夠說
到做到，停止對華為等中國企業的無理打壓和
制裁，以公平、公正、非歧視方式對待中國企
業，多做有利於促進中美經貿合作健康穩定發
展的事，而不是相反。
有記者問：美國總統特朗普周末表示不願與

美圖阻灣區聯動發展
田飛龍直言，這些時間點絕不是巧合，而是配合美國股
市、中美貿易談判的進程而「精準選擇」的表達。有的時候

龐建國認為，《逃犯條例》本意良善，是要
避免香港成為罪犯的避風港。但立法原旨被部
分人扭曲解讀，決策過程給有心人士見縫插針
之機，經濟困頓的憤懣提供野火燎原的沃土，
西方勢力的介入給事態火上澆油。「香港問題

華為公司做生意，他還沒準備好與中國達成貿
易協議。在這種情況下，中方是否認為還有繼
續磋商的意義？
耿爽回應稱，關於華為問題，我們多次說
過，中美企業之間的經貿合作是互利共贏的。
中美元首大阪會晤時，美方表示將允許美國公
司繼續向華為供貨。美方何時兌現承諾、如何
兌現承諾，事關美方自身的信譽和公信力，國

的癥結在於經濟。」
龐建國稱，蔡英文「撿槍亂射」掩飾不了當
局治理無能和台灣自身的經濟困頓。從 2016 年
到 2018 年，台灣對大陸貿易順差佔台灣 GDP 的
比例逐年上升。如果沒有兩岸貿易往來，台灣
經濟會落入什麼樣的景況？「撿槍亂射」或可
拉抬選情，但台灣的小百姓怎麼辦？
「光一個香港機場的癱瘓就讓台灣許多出行者
行程被打亂。」唐雲明表示，民進黨當局上台前
台港交流有所加強；讓香港持續成為自由貿易港
和國際金融中心對台灣最有利。香港如若發生大
規模擠兌等恐慌事件，對台灣而言不是好事。
謝立功提到，如果有具體證據證明，香港近
期事件的資金挹注來自台灣，這對台灣的形象
很不利。他奉勸台當局有關方面切勿為一時政
治利益綁架台灣普通民眾。

際社會也都看在眼裡。我們希望美方能夠說到
做到，停止對華為等中國企業的無理打壓和制
裁，以公平、公正、非歧視方式對待中國企
業，多做有利於促進中美經貿合作健康穩定發
展的事，而不是相反。
耿爽說，關於中美經貿磋商，中方的立場是
一貫和明確的。我們希望美方能同中方共同努
力，落實兩國元首大阪會晤共識，在平等和相
互尊重的基礎上，通過對話磋商找到彼此都能
接受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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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緩和一點，而有的時候則用干涉性的態度來
講，這絕不是偶然。
田飛龍表示，美國利用「香港牌」有多重目的，首要
目的是特朗普可以接受的，作為中美貿易戰的一個「欺詐
性旗幟」。其次是特朗普鷹派同僚們所追求的破壞「一國
兩制」，阻止灣區聯動發展，以及在根本意義上阻斷中華民
族復興的發展道路。
田飛龍指出，特朗普 8 月比較頻密地在台灣和香港問題上
對中國施壓，並且有意地在跟中美貿易談判掛鈎，就是希
望借此換取在中美貿易談判當中中方更大的讓利和讓步。
田飛龍強調，自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在對台政策上不斷
挑戰底線。對台軍售案是非常功利化的舉動，也顯示出純粹
美國利益至上的自私自利的立場，完全不顧中美關係和兩岸
和平，破壞中美之間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政
治互信基礎，向原本就因貿易戰持續惡化的中美關係，再增
加一個推動力。
對於外交部 19 日就美國對台軍售一事的回應，田飛龍認
為，這應該不只是外交辭令，而是會有非常具體的後果，或
將參與對台軍售的企業列入中國「不可靠實體名單」中。這
種反擊應該是堅定有力的，否則中國的主權利益就會持續受
到侵害。
在田飛龍看來，從貿易戰到科技戰再到中國內政問題，應
該說美國的牌已經基本攤開了。現在就看中國如何堅守住原
則底線，抗擊美國的極限施壓。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駐加拿大大使館發言人當地時間 18 日就
加拿大外長發表涉港聲明之事發表談話
指，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並再次敦促加方立即停止干涉香港
事務和中國內政。
發言人說，加拿大外長 17 日罔顧中方
嚴正立場，再次發表所謂涉港聲明，對香
港事務說三道四，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中
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切實尊重中國主權
發言人強調，香港回歸以來，「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
得到切實貫徹落實，香港居民享有前所
未有的民主權利和全世界範圍內少見的
廣泛自由。當前持續的暴力違法抗爭活
動，嚴重損害了香港的法治、社會秩
序、經濟民生和國際形象。有關示威活
動已經變質，演化為極端暴力犯罪行

為，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不會坐視不
管。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
急迫和壓倒一切的任務，也是香港社會
的主流民意和強烈呼聲。當前形勢下，
加方本應在涉港問題上謹言慎行。如果
加方要表態的話，也應該是旗幟鮮明地
譴責暴力犯罪活動、支持香港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方依法懲治暴力
違法行為，而不是發表不負責任的錯誤
言論。
發言人重申，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
政，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都無權干
預。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依據的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不是什麼國際法。中國中央政府
有決心、有信心、有能力維護「一國兩
制」，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中方再次敦
促加方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切實尊重中國主權，立即停止干涉
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華駐加使館促加停干涉港事務

美干涉港台事務
圖作為貿戰籌碼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時間 18 日同時打出「台
灣牌」以及「香港牌」，不僅親口證實已批准

對台出售 66 架 F-16V 戰鬥機，還就香港修例風
13
波發表評論說，人道解決香港問題有助於中美
達成貿易協議。專家認為，美國面臨談判壓力，希望借此換
取在中美貿易談判中中方的讓步和讓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
飛龍表示，目前中美貿易談判處於僵持階段，美方面臨着談
判壓力，尤其是來自國內經濟下行的壓力，逼迫特朗普要加
大使用「台灣牌」和「香港牌」的強度。
從時間線上來梳理，自香港修例風波爆發以來，特朗普一
直都有表現「關注」。6 月 9 日首場示威發生後，特朗普表示
「相信香港與北京有辦法解決分歧」；7 月 22 日，特朗普稱
讚「習近平的做法很負責任」。7 月 30 日，中美雙方代表在
上海重啟新一輪的貿易談判。
巧合的是，特朗普在接下來的 8 月，頻繁對香港事務發
聲，8 月 1 日、13 日、14 日以及 18 日，均在不同場合發表評
論，例如「那是香港和中國之間的事情，因為香港是中國的
一部分」、「中國想達成貿易協定，讓中國先人道解決香港
問題吧」等，立場反覆不一。

籲勿因政治利益捆綁民眾

盼美方守諾 停無理打壓華企

學者：相關美企列黑名單
對於中方將根據形勢的發展採取哪些必要措施維護自身利益，知名專
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平向香港文匯報分析指出，一方面，針對美
國，中方可將相關美國公司列入中國的制裁名單，列入「不可靠實體清
單」；另一方面，大陸也要對台灣當局進行制裁，台當局現在大量依靠
大陸市場，比如農產品等，大陸可降低對台灣的進口等，在此問題上大
陸有足夠多的話語權，不能讓台灣既掙着大陸的錢，又去拿錢買武器企
圖所謂「以武拒統」。
此外，宋忠平建議，中國在美國所關切的一些問題上，如農產品等，
都可採取行動，比如不再購買大宗農產品，這既是中美貿易戰的一個結
果，也是中國對美國進行報復的一種選擇。

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銘傳大學犯罪防治系副
教授唐雲明及台灣海洋大學海洋法政系教授謝
立功出席。
論壇執行長謝明輝表示，蔡英文近期對香港
局勢說三道四，是為遮掩其利用香港「反修
例」獲取選票的辭藻包裝。謝明輝指，對於香
港近期發生的事件，蔡英文見獵心喜，不僅從
「私煙案」中脫困，還一併拉抬低迷選情。香
港越亂，蔡英文可從中獲取的選舉利益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