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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向火箭軍政委徐忠波授上將軍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
軍委晉升上將軍銜儀式昨日在北京八
一大樓隆重舉行。中央軍委主席習近
平向晉升上將軍銜的火箭軍政治委員
徐忠波同志頒發命令狀。
下午 4 時 30 分許，晉銜儀式在莊嚴
的國歌聲中開始。中央軍委副主席許
其亮宣讀了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簽署
的晉升上將軍銜命令。中央軍委副主
席張又俠主持晉銜儀式。晉升上將軍
銜的徐忠波軍容嚴整、精神抖擻來到
主席台前。習近平向他頒發命令狀，
表示祝賀。佩戴了上將軍銜肩章的徐
忠波向習近平敬禮，向參加儀式的全

體同志敬禮，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另據北京日報微信公眾號「長安街
知事」報道，徐忠波此前為聯勤保障
部隊政委，近期履新火箭軍。徐忠波
出生於 1960 年，長期在原濟南軍區服
役，曾任原第 20 集團軍政委、原第 54
集團軍政委等職。原 54 集團軍是解放
軍歷史上的王牌部隊，有「鐵軍」美
譽，多位高級將領出自這支部隊。
2016 年初，徐忠波出任西部戰區陸軍
首任政委。2017 年 7 月，他晉升中將軍
銜，10 月當選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
2018 年，徐忠波轉任聯勤保障部隊政
委。

簽署通令 給 3 單位 5 個人記功
同日，新華社還發布消息稱，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日前簽署通令，給 3 個
單位、5 名個人記功。給中國人民解放
軍儀仗大隊、海軍「和平方舟」號醫
院船、軍事科學院某研究所記一等
功；給陸軍裝甲兵學院某教研室教授
單東升，陸軍炮兵防空兵學院某教研
室教授萬明傑，海軍潛艇學院某研究
所主任、教授笪良龍記二等功；給
96911 部隊某研究室高級工程師譚可
可、國防大學某學院正高級工程師胡
曉峰記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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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關華總領館 十謊言掩惡行
中方批美炮製無中生有顛倒黑白說辭 無一條有真憑實據

謊言 1：中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包括
新冠肺炎疫苗研發成果。閉館是為了保
護美知識產權和美公民私人信息。

■ 美方執法人員於 24 日強
行打開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的一扇後門。
的一扇後門
。
法新社

事實：中國是全球創新大國和知識產權
大國。在新冠肺炎疫苗研發方面，中國
處於領先地位，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的疫苗已經成功進入臨床試驗。

謊言 2： 中方在美國通過人才招募計
劃，在得克薩斯大學安德森癌症研究中
心這樣的科研機構和休斯敦地區能源和
高科技公司盜取美科研成果和知識產
權。

■ 美國聯邦官員及一名鎖匠於
24日拉開門
24
日拉開門，
，強行進入已清空的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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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美方對中美正常的科學、人文交
流合作搞有罪推定，羅織「莫須有」罪
名。中國的人才引進工作與國際通行做
法無本質區別，中美加強科技等領域交
流與合作，符合雙方共同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昨日發布《美國就單方面要求中方關閉
駐休斯敦總領館散布的謊言與事實真相》，駁斥美國涉此事件散布的 10 個謊言，並還原事情

謊言 3：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從事顛覆

真相。

性行為，是中共在美龐大間諜和影響力
活動網的核心節點，也是中國軍方通過
向美派遣留學生來提升戰爭優勢的中
心，一直進行大規模「非法」間諜和意
識形態宣傳行動。

21日，美方單方面挑起事端，突然要求中方關閉駐休
斯敦總領館，嚴重違反有關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

事實：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開設以來，
一直遵守國際法和美當地法律，致力於
促進中美友好，不存在美方臆造的「間
諜」活動和意識形態宣傳。

謊言 4：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和另外兩
名外交人士最近被發現在休斯敦機場安
檢區使用虛假生日信息護送中國旅客到
包機登機口。

準則以及中美領事條約有關規定，嚴重破壞中美關係。中
方就此做出了正當和必要的反應。
文章指出，美方為其錯誤決定編造藉口、散布謊言，在
短短幾日之內就拋出多個說法不一的版本。「美方所炮製
的種種說辭，有的是無中生有，有的是顛倒黑白，拿不出
一條真憑實據。對此，有必要把美方謬論和實際情況列舉
出來，以正本清源，還事實和真相一個清白。」
文章全長 5,000 餘字，採取「謊言+事實」的形式進行
真相澄清。

中方為美駐華人員履職提供便利
如文章指出謊言——「美方要求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

領館是因為中方沒有為美國駐武漢總領館重啟及美駐華
外交官返華核酸檢測豁免等提供便利」——並澄清事實
是：中方未對包括美在內各國駐華使領館人員返華設置
障礙。恰恰相反，中方為其依法履職提供了必要便利。

華駐休領館人員數量完全公開
文章還駁斥了中方駐休斯敦總領館遭受到的不實指控，
指出謊言——「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從事顛覆性行為，是
中共在美龐大間諜和影響力活動網的核心節點，也是中國
軍方通過向美派遣留學生來提升戰爭優勢的中心，一直進
行大規模『非法』間諜和意識形態宣傳行動」——並澄清
事實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的人員構成和數量對美方是
公開的。把該館說成是中國在美間諜和影響力活動網的核
心節點以及中國軍方通過向美派遣留學生來提升戰爭優勢

的中心，有違外交常識，十分荒謬。
文章指出，《紐約時報》質疑有關中國駐休斯敦總領
館有從事「顛覆活動」的歷史、是中國盜取美國科研成
果的「中心」的說法，認為沒有任何證據。
文章並指出，美國駐華使領館一些人員從事與其身份
不符活動，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安全利益。美駐華
使館經常在其官網公然刊登攻擊中國和中國政治制度的
文章。據媒體報道，美駐香港總領館在「修例風波」期
間同「港獨」分子密會，討論美企圖制裁香港等事宜，
插手香港事務。中方多次就此提出交涉。

美擅拆中方公務物品至少 13 次
2018 年 7 月、2020 年 1 月，美方兩次擅自開拆中方外
交郵袋，這一舉動公然違反《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
《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嚴重侵犯中方外交尊嚴和安
全利益。事件發生後，中國駐美外交機構第一時間向美
方嚴正交涉，美方並未否認相關事實，但一再以技術理
由為其錯誤行徑進行開脫，推卸自身責任。美方上述行
徑與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背道而馳，應該受到譴責。
除外交郵袋外，自 2018 年以來，美方擅自開拆中方公
務物品至少 13 次。

事實：中方領事人員使用的是美國務院
發放的領事官員身份證件，其個人信息
包括生日信息對駐在國外交部門是公開
的。進入機場限制區域得到美方批准，
目的是照料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搭乘臨
時航班回國的中國公民。

謊言 5：美中駐彼此國家外交領事人員
待遇完全不對等，美方對美駐華外交領
事人員待遇的關切始終得不到解決。

事實：就中美駐對方國家使領館數量和
外交領事人員數量而言，美方遠多於中
方。中國駐美使領館共 5 個，美國駐華
使領館共 6 個，據媒體報道，僅美駐香
港總領館工作人員就達1,000多人。

謊言 6：美方要求關閉中國駐休斯

謊言 7：美方聲稱其要

謊言8：中國駐休斯

謊 言 9： 中國

謊言 10：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在校園公開批評香

敦總領館是因為中方沒有為美國駐
武漢總領館重啟及美駐華外交官返
華核酸檢測豁免等提供便利。

求接管中國駐休斯敦總
領館房產符合美相關法
律規定。

敦總領館通過「獵狐
行動」威脅異見分子
和難民回國。

港泛民派人士，支持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反制活
動，總領館在美校園安插眼線，向留學生實施宣
傳，破壞言論自由。

事實：1 月 25 日，美方單方面宣布

事實： 中國駐休斯敦

事實： 中國執法

駐休斯敦總領館
外交官為中方特
工人員，中方特
工人員在全球製
造麻煩。

臨時關閉駐武漢總領館並撤離總領
館人員，中方為美方人員撤離提供
了便利。美方在多個層級向中方表
示感謝。中方在尊重各國駐華外交
領事人員特權和豁免的基礎上，要
求對所有入境人員一視同仁進行核
酸檢測，美方也接受這一安排。所
謂核酸檢測問題純屬藉口。

總領館地皮和館舍均為
中國的國家財產。《維
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
27條規定，派遣國有權
責成在駐在國其他外交
領事機構保管已關閉之
領館館舍及其中財產和
檔案。

機關根據國際法，
在尊重外國主權和
法律基礎上開展對
外執法合作，所針
對的並非美方所謂
「異見分子和難
民」，而是外逃嫌
犯。

事實：中國
外交官積極推
動中國對外友
好交往和務實
合作，從未從
事與其身份不
符的活動。

事實：美方所謂「中方支持的反制活動」是中國
廣大留學生為表達對個別反中亂港分子在美國校園
中公開發表極端言論、無視法律、煽動暴力的強烈
憤慨，而形成的自發而理性的愛國行為，也是在行
使他們的言論自由。美國借「人權」「民主」之名
美化反中亂港勢力的激進暴力犯罪行為，縱容個別
反中亂港分子在美國校園中的行為。美國對香港居
民的安全和福祉根本不感興趣，滿腦子想的僅是一
己私利和霸權，所謂「人權」「自由」只是美方干
涉他國內政的一塊遮羞布。
來源：新華社

王毅同英法日外長通話：推動雙邊務實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前日至昨
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先後同法
國、英國、日本等國外長通電話。

中日積極推動「後疫情」時代合作
昨日，王毅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電
話。王毅指出，中日關係總體保持改善發
展勢頭，務實合作穩步發展，上半年經貿
合作保持了去年同期水平，這十分難得和
不易。雙方要積極規劃和推進下階段及
「後疫情」時代雙邊交往合作，共同應對
各類全球和區域性挑戰，為兩國關係發展
不斷注入新動力。一是要加強各層級各渠

道對話交流。二是努力恢復和擴大互利合
作。三是加強國際地區事務中的溝通與合
作。
茂木敏充表示，日方願同中方保持各層
級對話溝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積
極推進人員往來，促進經貿投資合作，支
持加快完成 RCEP 簽署。

中法共同維護多邊主義
7 月 28 日，王毅同法國外長勒德里昂通
電話。王毅表示，中法應當加強戰略溝通
和協調，不僅要發展好中法、中歐關係，
也要共同維護多邊主義，攜手反對單邊霸

凌，捍衛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中方願同法
方就中歐關係加強協調，加快推進中歐投
資協定談判和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合作。
勒德里昂表示，法方對任何國家任何企
業一視同仁，不採取歧視政策。歐中均堅
持多邊主義。法方高度重視歐中關係，支
持歐中進行富有成果的對話，推進歐中投
資協定談判和氣候變化合作。

中英維護兩國關係政治基礎
7 月 28 日，王毅同英國首席大臣兼外交
大臣拉布通電話。王毅指出，當前中英關
係遇到障礙和干擾。英國國內一些人要求

「重置」中英關係，試圖將中英合作推倒
重來，這只會使中英關係走進死胡同。面
對中英關係的十字路口，雙方應保持理性
和成熟，恪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尊重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維護兩國關係的
政治基礎。
王毅指出，英方近期就香港國安法的一
系列言行，違反了不干涉別國內政這一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堅決反對。香港國
安法的制定和實施，是為了彌補香港長期
以來的法律漏洞，目的是為了健全香港法
治，使「一國兩制」在法治軌道上行穩致
遠，完全符合憲法和基本法，不僅有利於

香港的高度自治和繁榮穩定，也有利於維
護所有在港外國企業和人員的正當合法權
益。
拉布表示，英國對華政策沒有改變。英
方始終重視英中關係，當前英中關係遇到
一些挑戰，但這不是英中關係的全部。英
方不贊同全面「重置」英中關係，不贊成
重蹈過時的冷戰思維，主張保持理性、成
熟、坦誠的對話溝通，推進務實合作。英
方支持促進英中貿易投資關係，願加強疫
苗研發、疫後經濟復甦合作。拉布也說明
了英方在涉港問題上的立場，表示願與中
方保持坦誠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