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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將對美涉台錯誤行徑採必要措施
外交部國防部國台辦同日表達嚴正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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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
文在5月20日就職典禮談到，會盡力維持兩岸的和平穩
定。對此，島內各大政黨、主要政治人物呼籲蔡英文務
實處理兩岸關係。
馬英九透過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表示，蔡英文演說提

到自己的原則，也對大陸喊話，卻漏掉最重要的「兩岸
共同政治基礎」，沒有共同基礎要如何對話？四年前，
蔡英文還願意談「九二會談的事實與精神」，對雙方共
同基礎有一點回應；但今年都拿掉了，這樣要如何穩定
兩岸關係？
蕭旭岑強調，無論是國際政治或兩岸關係，雙方一定

要謀求共同基礎，才會有互信。蔡英文捨「九二共識」
不就，污名化「九二共識」後，也無法提出新的選項。
蔡重申「和平、對等、民主、對話」，但卻缺乏實際內
容，將處於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帶入歷史的轉折點，雙
方對立與分歧持續擴大。
中國國民黨主席江啟臣也發表談話表示，過去4年在
蔡英文領導下，兩岸交流嚴重倒退。蔡英文當天的談
話，卻看不到未來打算如何重建兩岸互信。國民黨要堅
持扮演好在野黨的角色，回應民眾對國民黨的期待。
當天出席就職典禮的台灣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指出，民

進黨兩岸政策反覆不定，讓人覺得只是操縱「統獨」、
騙取選票的手段。
親民黨指出，兩岸關係能否穩定發展，是台灣未來整

體發展的重要關鍵，任何執政或在野的政黨，都不應該
用僥倖或賭一把的心態隨意處理，應該積極與對岸穩健
務實建構和平穩定的互動機制，期盼兩岸能共創雙贏，
邁向未來。

民革中央首篇提案籲維護「九二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帥、凱雷 兩會報

道）全國兩會召開在即，今年民革中央提交全國
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大會共計6個發言材料和30
件提案，其中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兩岸經濟文
化交流方面的內容引人矚目。香港文匯報從民革中

央獲悉，今年民革中央提交政協的一號提案即是
《維護「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台獨」》，開宗明
義鮮明表明「九二共識」是維繫兩岸關係和平穩定
的定海神針，反對「台獨」毫不妥協。
每年兩會，民革中央都會提交多篇關注「兩

岸」話題的提案。民革中央一直強調，「九二共
識」是維繫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定海神針，不可迴
避、更不能抹煞，要堅決反對「台獨」。兩岸在眾
多領域都有着互補效應，加強兩岸合作符合兩岸民
眾的福祉。要加強產業合作，共謀福祉。

國台辦就民進黨當局領導人「5．20」講話應詢表態：

「台獨」是逆流與絕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國台辦發言

人馬曉光昨日就民進黨當局領導人「5．20」講
話中有關兩岸關係內容應詢表示，當前，兩岸關
係形勢複雜嚴峻。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體現一個
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單方面破壞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一些政客製造兩岸對立，
阻撓兩岸交流合作，企圖從地理和法理上切割台
灣與大陸的關係。他們加緊勾連外部勢力破壞台
海和平，「以疫謀獨」。極少數「台獨」分裂分
子鼓噪所謂「修法」「公投」，圖謀「法理台
獨」。這些都嚴重損害台灣同胞福祉，嚴重損害
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嚴重威脅台海和平穩定。

馬曉光強調，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歷史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台獨」是逆流，是絕路。我們堅持「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
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
動留下任何空間。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
心、足夠的能力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
容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絕不容忍任何外部勢
力干預中國內政。

繼續團結台胞 促進交流合作
馬曉光表示，我們將繼續團結廣大台灣同

胞，共同努力促進兩岸同胞交流合作，融洽兩
岸同胞感情，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我們積極幫
扶廣大台商台企紓困和復工復產，支持廣大台
胞在祖國大陸享有更多發展機會和獲得感。我
們願意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
共同政治基礎上，同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
加強交往，繼續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對
話協商，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
和平統一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
鬥。
當天上午，蔡英文在台北就任新一屆台灣當局

領導人，開始第二個任期。

外交部昨日就美方涉台舉動發表聲
明。全文如下：
5月20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

明祝賀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就職，將
其稱為所謂「總統」，並吹噓美台「夥
伴關係」。美國政府一些官員和美國一
些政客向蔡英文發視頻賀辭。美方上述
舉動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規定，嚴重干涉中國內政。中
方對此表示強烈憤慨，並予以譴責。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美建交公報》明
確規定：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
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
人民僅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
他非官方關係。美方上述言行嚴重違反
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公然違背美國政府自己作出的承諾，
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嚴重
損害台海和平穩定和中美關係。
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涉

及中國核心利益。中國政府和人民反對
「台獨」分裂活動、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
完整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
干涉中國內政的決心堅定不移，實現兩岸
統一的決心堅定不移。我們正告美方，
「台獨」是死路一條，縱容和支持「台

獨」注定要失敗。任何損害中國核心利
益、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都會遭到中方有
力回擊，也阻擋不了中國統一的歷史潮
流。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恪守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停
止美台官方往來和提升與台實質關係，停
止干涉中國內政，停止任何損害台海和平
穩定和中美關係的言行。
中方將對美方上述錯誤行徑採取必要

應對措施，由此產生的後果應由美方承
擔。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昨日就美方涉
台舉動發表聲明。全文如下：
5月20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

明祝賀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就職，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和堅決反對。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方
行徑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規定，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
重危害中美兩國兩軍關係發展，嚴重損
害台海地區和平穩定，是極端錯誤的，
也是非常危險的。
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事關中國核心

利益和14億中國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
何外來干涉。我們堅決反對任何國家與
台灣開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

繫。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
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
挾洋自重沒有出路，以台制華注定徒
勞。「台獨」分裂勢力及其行徑有悖民
族大義，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中國人民解放軍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
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外部
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圖謀，將採取
一切必要措施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
完整，堅定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應詢指出，
我們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規定，遵守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停止同台灣地區進行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來。
有記者問，5月19日，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在美國務院網站和其個人推特發聲
明，祝賀蔡英文就職連任。民進黨當局
表示感謝。請問國台辦對此有何評論？
馬曉光在答問中作上述表示。他說，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
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外
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圖謀，將採
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持續推進國家統一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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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表示，「台獨」是死路一條，縱容和支持「台獨」注定要失敗。圖為早前台灣中華統一促進
黨要求民進黨認清「九二共識」。 資料圖片

經營內地及東南亞旅行團的至尊旅行
社宣佈結業，年內已有 36 家旅行社結
業。受黑暴攬炒打擊和疫情影響，訪港
旅客大減，旅遊業嚴重內傷，後果正在
浮現。社會各界首先要拒絕黑暴攬炒，
為本港經濟、民生盡快復元提供最基本
條件；同時，特區政府應積極考慮推出
緊急失業援助，並在科學防疫的基礎
上，逐步恢復與內地及周邊地區的正常
往來，為本港重啟經濟注入活水。

去年中起黑暴肆虐，嚴重破壞本港作
為國際旅遊城市的經營環境。去年下半
年，訪港旅客持續錄得雙位數跌幅，全
年計算整體旅客人數下跌14%。即使港
鐵這樣的大企業，在黑暴打擊下，乘客
量亦顯著下跌，交通業務收入嚴重下
跌。黑暴已令本港旅遊業慘淡經營，今
年疫情來襲，各行各業踏入冰封期，更
成為壓垮眾多旅行社的最後一根稻草。
本港眼前的經濟困境，既受疫情影響，
但更深重的禍源是黑暴攬炒。黑暴一日
不除，香港一日不寧。政府推出再多的
支援措施，只能起一時之效，要重建繁
榮，歸根到底要鏟除黑暴。

面對經濟逆境，政府早前推出近千億
元保就業計劃，主要用作補貼僱主支薪
一半，對緩解企業困境、避免企業裁員
發揮相當大作用。但即使如此，對於很
多生意無法開展的旅行社而言，僱主仍
然要承擔僱員的一半薪金，更要支付租
金、燈油火蠟等經營成本，恐怕難以持

久維持，相信旅行社以至中小企業的結
業會陸續有來。

在此特殊情況下，特區政府有必要考
慮推出暫時性的緊急失業援助金，幫助
因倒閉潮而失業的打工仔。目前，社會
福利署雖然有失業綜援，但申請綜援有
極其嚴格的資產審查，即使政府已經放
寬一倍，但對於不少失業的有產和邊緣
中產人士而言，申請的門檻仍然太難，
難免對前路感到彷徨無助。因此，政府
應該充分考慮當前特殊時期失業人士的
困境和迫切需要，提供應急性的必要生
活支援，協助他們渡過難關。

本港作為細小的外向型經濟體，刺激
經濟難以單靠內部消費，最終離不開外
來旅客和消費。進入 5 月份以來，內
地、澳門、台灣的疫情已基本受控，韓
國、日本、泰國等地的防疫工作亦取得
明顯進展。泰國較早前已率先將中國內
地、香港、澳門及韓國剔出危險傳染病
地區的名單，為恢復旅遊業作好準備。
本港亦應為分階段恢復對疫情受控地區
的旅遊活動作好準備。特區政府日前與
內地達成共識，率先容許會計師、建造
業和科研人員申請豁免強制檢疫，為恢
復正常人員流動邁出第一步，接下來政
府應密切觀察豁免檢疫的情況，按照專
家的科學建議和指引，合理有序恢復正
常的跨境旅遊、經貿活動，有了外來的
活水，本港旅遊業及整體經濟才能重現
生機，打工仔的飯碗才能保得住。

止黑暴救旅業 推緊急援助幫失業人士
監警會早前公佈審視警方處理修例風波的報告，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表示，社會上有人對監警會的
報告持不同意見及批評，部分意見偏頗及不公道。監
警會報告持平公允、還原真相，並且依據事實提出有
針對性的建議，有助警方提升改善執法。有少數人不
接受報告，甚至斷章取義、扭曲報告，對報告羅列暴
徒的罪行、指出「香港正被扯向恐怖主義」的危機視
若無睹，反而一味攻擊抹黑警方，明顯是出於政治目
的庇護暴徒、縱容黑暴。政府、警方有必要及時駁斥
這些扭曲報告的謬論，同時回應報告建議，研究提升
完善執法，以行動回擊抹黑詆毀，重振法治安定。

監警會報告聚焦修例風波中的六大焦點事件，切
實回應社會關注；監警會以10個月時間查閱2萬多
張照片、2萬多個錄影片段，接收社會各界及市民
提供的資料，以事實為基礎，確保報告依據充分、
公開透明；報告既肯定警方行動源於執法需要，亦
指出處理手法有改善空間，向警方提出52項建議。
報告資料翔實、公平公正，內容中肯，結論和建議
具有說服力，因而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特首林鄭
月娥已表示，接納監警會提出的52項建議，並要求
保安局局長成立專責小組跟進每項建議，向她定期
報告，她會親自督導及跟進每一項建議，並優先處
理包括警方與傳媒關係等5項建議。保安局、警方
亦表明，將仔細研究和跟進報告提出的建議。

修例風波持續大半年，發生過千宗示威遊行，不
少演變為嚴重暴力事件，縱火堵路，「私了」市
民，包圍衝擊警署，襲擊警員，嚴重威脅公眾安
全，警方執法面臨的複雜性前所未見。監警會對警
方處理修例風波的檢討報告，分析和結論總體上全
面客觀、不偏不倚，亦不迴避警方執法存在的問
題，顯示監警會忠實履行獨立監察警方的職能。

但一如所料，泛暴勢力發動修例風波的目的是為
了摧毀香港法治、癱瘓政府管治，煽動風波的幕後
勢力及風波的同情者、參與者，並不在乎還原真
相、講清是非，而是想借報告繼續攻擊、抹黑、乃
至打倒警方，繼而逐步達到全面奪取管治權的目
的。監警會基於事實、還原真相的報告，令別有用
心之人的算盤打不響，自然遷怒於監警會，指責報
告偏頗失實、偏幫警方，認為報告「沒有向警方問
責所以不可信」；並在「7．21」元朗事件「警黑勾
結」、「8．31」太子站事件「警察殺人」等毫無根
據的指控上糾纏不休，製造報告替警方粉飾卸責的
假象，企圖延續爭議。

監警會報告指出，香港的「示威活動」已經變
質，暴力程度持續升級，警方不斷破獲爆炸品、槍
械等高危案件，出現恐怖主義萌芽的情況，對香港
法治安定敲響警號。但是，攬炒派政客不以為然，
對此隻字不提，反而利用立法會質詢的機會，把修
例風波導致暴力氾濫的責任歸咎於政府不聽民意、
警察暴力對付「和平示威者」，這是典型的顛倒黑
白、反咬一口，用意明顯是美化暴徒，包庇縱容違
法暴力，為黑暴死灰復燃提供能量，把香港推向萬
劫不復的攬炒深淵。

香港警方一向以盡忠職守、文明執法享譽國際。
加拿大費沙研究所發佈2019年「人類自由指數」，
在「警察可信度」指標中，香港警察獲評為全球第
6位。修例風波中，警方執法承受巨大壓力，但也
經受住考驗。警隊是維護香港法治安寧的最重要支
柱，特區政府應根據監警會報告的建議，落實完善
警隊執法的各項措施，增強警民互信，凝聚支持警
隊的更堅實民意，團結社會各界共同抵制黑暴攬
炒，保障香港繁榮穩定、安居樂業。

監警報告不容扭曲 完善執法回擊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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