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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表示，所謂「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失敗」的
論調重拾冷戰思維，完全否定了中美交往幾

十年來取得的成果，不僅是對歷史進程的無知，
也是對中美兩國人民的不尊重。這種散布「政治
病毒」的做法理所當然會受到美國國內以及國際
社會的質疑和批評。
40多年前，中美兩國領導人之所以能夠實現跨

越太平洋的握手，最根本的一條就是雙方都堅持
了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的原則，擱置了彼此意識
形態的差異。建交40多年來，經過雙方幾代人的
共同努力，中美關係成為世界上相互交融最深、
合作領域最廣、共同利益最大的雙邊關係之一。

這些都是不容否認，也無法否認的事實。
40多年後的今天，中美在社會制度等很多方

面仍然完全不同，但這種不同過去、今天和將
來都不會也不應影響兩國繼續和平共處、合作
共贏。雙方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改變對方，而
是都應尊重對方人民做出的自主選擇。中國取
得的巨大發展成就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
路不僅適合中國，同時也惠及這個世界。中國
一定會繼續按照中國人民的願望，不斷發展進
步並為人類做出新的更大貢獻。任何人試圖阻
擋或者改變這一進程，不僅是自不量力，而且
是自尋煩惱。

王毅表示，中美合作從來都不是一方給另一方
的恩賜，也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剝奪，中美雙方
從合作中都獲得了巨大收益，不存在誰吃虧、誰
佔誰便宜的問題。
長期以來，中美兩國通過優勢互補、互利合

作，形成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體。中國的快速發
展既得益於同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的開放合作，同
樣，中國的不斷成長也反過來為美國等提供了持
續增長的動力和巨大的市場空間。如果真像某些
人所說，中美之間的合作是不公平、不對等的，
這種狀況怎能持續幾十年之久？中美關係怎能發
展到今天的這種深度和廣度？
當然，全球化與自由貿易在創造發展紅利的同

時，也會給各自的經濟結構和利益分配帶來矛盾
和問題。這就需要通過自身改革來加以調整，而
不是自己生病，卻讓別人吃藥。不是一味把責任
歸咎於別人，甚至指望通過所謂「脫鈎」來解決
問題。
王毅表示，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各國利益相

互交織。中方一向主張，中美兩國發展不是非
此即彼的關係，沒有必要相互排斥，完全可以
相互借力、相互成就。當前，世界經濟正經受
疫情嚴重衝擊，中美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
體，理應堅持平等互惠，以合作而不是脫鈎來
推動兩國關係的發展，並為這個世界承擔起應
盡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8月5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接受新華社專

訪，針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稱美歷屆政府對華接觸政策失敗闡述中方

立場。王毅表示，中美應以合作而不是脫鈎來推動兩國關係發展。

王毅表示，當代國際關係中，對話是解決分
歧的明智選擇，是建立互信的正確途徑。要對
話不要對抗，不僅是中方的立場，也是世界上
絕大多數國家的共識。中美作為社會制度不
同、歷史文化各異的兩個大國，有着各自的利
益和關切，這很正常。關鍵是任何時候都不應
單方面關上對話的大門，任由分歧、誤判甚至
對抗來主導兩國關係。
中方是一個負責任、有擔當的大國，我們願

意堂堂正正地與美方開展坦率有效的溝通，準

備以冷靜和理智來面對美方的衝動和焦躁。我
們隨時可以與美方重啟各層級、各領域的對話
機制，任何問題都可以拿到桌面上來談。我們
還提出可以梳理制定關於合作、對話、管控分
歧的三個清單，並為下步交流確定路線圖。我
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敦促美國放下傲慢和
偏見，通過平等和建設性對話，緩解當前的緊
張局面，回到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贏的正確軌道。這才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利
益，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待。

中美應合作而不是脫鈎

王毅表示，當前，美國國內一部分政治勢力
出於對中國的偏見和仇視，利用手中掌握的權
力，編造各種謊言惡意抹黑中國，製造各種借
口阻撓中美之間的正常往來。他們這麼做，就
是想復活麥卡錫主義的幽靈，破壞中美之間的
聯繫，煽動兩國民意的對立，損害兩國互信的
根基，從而把中美再次拖進衝突與對抗，把世
界重新推入動盪與分裂。
中方不會讓這樣的陰謀得逞。我們堅決反對
人為製造所謂「新冷戰」，因為這完全違背中
美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背離世界發展進

步的潮流。如果誰要在21世紀的今天挑起所謂
「新冷戰」，那他就站到了歷史前進的對立
面，就是國際合作的最大破壞者，就必將被釘
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王毅說，今天的中國並不是當年的蘇聯，我

們更無意去做第二個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
發展中國家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將繼續
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地奉行
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持之以恒做世界和平的
推動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
者。

王毅表示，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香港
事務屬於中國內政。不干涉內政是國際關係基
本準則，任何國家都不會容許別國肆意破壞自
己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國家安全立法是一國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各

國的普遍法律實踐。制定香港國安法彌補了香
港長期以來存在的法律漏洞，有利於使「一國
兩制」方針在法治軌道上行穩致遠，有利於保
障香港的長治久安。數百萬香港市民自發簽名

力挺國安法，說明香港民眾渴望和平安定的生
活，說明制定國安法深得人心，勢在必行。
「一國兩制」是中國的既定國策，維護

好、發展好「一國兩制」，靠的是祖國內地
的鼎力支持，靠的是更加完備的法律環境，
靠的是香港同胞的團結奮鬥。粗暴干涉香港
事務的言行恰恰是在破壞「一國兩制」的健
康運行，必將遭到包括香港同胞在內所有炎
黃子孫的堅決抵制。

王毅表示，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是中美建交
之後中方在美國開設的第一個總領館，一直都是
中美友好的重要象徵。關閉這樣一個具有重要歷
史和現實意義的總領館，就相當於關閉了一扇中
美兩國人民相互溝通了解的窗口，對中美關係的
正常發展和民間友好都造成了損害。而且美方所
羅列的所有理由都是欲加之罪，信口雌黃，沒有
一條能拿得出證據，經得起檢驗。

對於美方的蠻橫無理，中方當然不會坐視不
管，我們的反制措施合情、合理、合法，也完
全符合外交慣例。中方沒有意願也沒有興趣與
美方打什麼「外交戰」，因為這只會對兩國人
民的利益造成更多損害。發動「外交戰」也並
不證明美國的強大，反而暴露出美國越來越缺
乏自信。如果美方還要一錯再錯，那中方必將
奉陪到底。

王毅表示，在沒有任何真憑實據情況下，
美國在全球範圍內不擇手段地圍堵打壓中國
一家民營企業，演繹了一場教科書式的霸
凌。任何人都一目了然，美國的目的就是要
維護自身的科技壟斷地位，剝奪其他國家的
正當發展權利。這種毫不加掩飾的霸道，不
僅破壞了公平的國際貿易規則，也損害了自
由的全球市場環境。美國並沒有資格打造什

麼「清潔國家聯盟」，因為它自己早已滿身
污跡。美國在全世界竊聽、監控其他國家的
不良行徑已是世人皆知。
中國將繼續與世界各國一道，致力於維護公
平、公正、開放、非歧視的營商環境，讓安全、
可靠、優質的信息技術為全球經濟復甦和各國人
民美好生活提供新的動力。希望美國也能改變狹
隘自私的心態，重回開放與合作的正道。

王毅表示，美國國內總有一股勢力，企圖否
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道路，他們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遏制中國，
搞亂中國。
明年將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回首百

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偉大奮鬥
彪炳史冊，是人類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最壯麗的篇
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人民是歷史的
閱卷人。中國的制度好不好，中國人民最有發言
權。近年來，不少國際機構民調顯示，中國民眾

對政府的信任度超過九成。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
民的關係如同魚和水一樣交融，如同大地與種子
一樣共生，試圖割裂和挑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
民的血肉聯繫，就是與14億中國人民為敵。
王毅說，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着

強大自信，同時我們尊重世界各國人民自主選
擇的發展道路，無意同任何國家進行制度競
爭，無意同任何國家搞意識形態對抗。我們希
望美方也能尊重中國的社會制度，尊重中國人
民的選擇，放棄注定失敗的干涉主義。

王毅表示，最近美國在南海不斷挑
事：一是違背多年來不選邊站隊的承
諾，公然介入南海領土主權爭議。二是
不斷加大和炫耀在南海軍事存在，僅今
年上半年美國軍機在南海的活動就多達
2,000多次。三是大肆挑撥中國與東盟國
家關係，干擾「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
進程。美方的目的就是要把南海搞亂，
把地區國家綁上美國戰車，從而服務於
其國內政治和地緣戰略。地區國家都要
提高警覺，不能讓美方肆意破壞來之不
易的和平與發展成果。

南海是地區國家的共同家園，不能成
為國際政治的角鬥場。事實已經證明，
通過對話解決爭端才是最符合地區國家
利益的正道，維護南海和平穩定是地區
國家共同的任務。當前形勢下，中方
建議排除一切干擾，盡快重啟「南海
行為準則」磋商，爭取早日達成這一
有利於維護南海長治久安的地區規
則。同時，中國也願繼續同沿岸國加
強海上合作，深化安全互信，推動共
同開發，真正使南海成為和平之海、友
誼之海、合作之海。

王毅表示，煽動對抗、製造分裂的行徑
歷史上並不罕見，但最終無一不被人們所
唾棄。在人類進入21世紀的今天，竟然又
有人跳出來想拉下新的鐵幕、製造新的分
裂，這是公然蔑視人類的進步和智慧，也
是公然大開歷史的倒車，與時代潮流格格
不入，與大多數國家願望背道而馳，當然
不得人心，注定應者寥寥。
中國是從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壓迫中

打破專制、贏得自由的國家。自由、民
主、法治早已寫入中國的憲法，也已成
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

內容。同時我們深知，自由不是放任，
科學理性、法律秩序以及國際規則都是
自由的基礎。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崇尚「和合」的國

家，認為「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
中方一貫反對以意識形態劃分世界的危險
做法。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重大倡議，就是為了超越不同制度的
分歧，摒棄零和博弈的思維，形成不同國
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共同奮鬥方
向，中方將為實現這一全人類的美好願景
做出自己的不懈努力。

王毅表示，當前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
面臨的現實挑戰是，美國作為綜合實力
最強的國家卻將本國優先作為行事標
準，把單邊主義和霸凌主義推行到極
致，不惜拋棄國際責任和多邊規則，甚
至在疫情最吃緊的時刻，無理攻擊並退
出世界衞生組織。本屆美國政府退出的
國際條約數量，已經超過美國以往任何
一屆政府，成為現行國際秩序的最大破
壞者。
中國始終是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的堅

定維護者。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
從未主動挑起過一場戰爭，從未侵佔過
別人的一寸土地。我們將堅持自身和平
發展載入憲法，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作出

這一莊重承諾的國家。我們將繼續沿着
和平發展道路堅定走下去，永遠不稱
霸，永遠不搞擴張，永遠做維護和平的
中堅力量。
王毅說，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暨聯合國成立75周年，我們不能任由
國際體系再被輕易破壞，不能再讓這個
世界重陷分裂。中國是首個在《聯合國
憲章》上簽字的國家，我們加入了幾乎
所有國際條約和協議，忠實履行着應盡
的國際責任和義務。在攸關世界前途命
運的重大關頭，我們將繼續堅定捍衛和
踐行多邊主義，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
心的國際體系，堅定推進世界多極化和
國際關係民主化。

單邊霸凌是國際秩序現實挑戰

王毅表示，中國的對美政策保持着連
續性和穩定性，同時我們也做好了中美
關係爬坡過坎、經歷風雨的準備。從根
本上講，美國尋求將中國打造成對手是
嚴重戰略誤判，是把自身戰略資源投入
到錯誤的方向。中方始終願本着不衝突
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精神，與
美方共同構建一個協調、合作、穩定的
中美關係。同時，我們也必將堅定捍衛
自身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因為這
是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正當權利。
美國應當履行《聯合國憲章》倡導的各
國主權平等原則，學會並適應與不同制
度、不同文明和平共存，接受世界走向
多極化的現實。
面對中美關係建交以來的最複雜局

面，我們有必要為中美關係樹立清晰框
架：
一要明確底線，避免對抗。中美關係

要健康發展，關鍵是堅持相互尊重。中
國從來無意也不會干涉美國的大選和內
政，美國也應該丟掉按自己的需要改造
中國的幻想，停止對中國內部事務的無

理干涉，停止對中國正當權益的蠻橫打
壓。
二要暢通渠道，坦誠對話。對話是解

決問題的前提，沒有對話，問題只會越
積越多，甚至導致失控。中方對話的大
門是敞開的，我們願秉持平等開放態度
同美方溝通交流，恢復重啟各層級、各
領域的對話機制。
三要拒絕脫鈎，保持合作。中美利益

已深度交融，強行脫鈎將使兩國關係受
到長遠衝擊，危及國際產業鏈安全和各
國利益。疫情當前，我們願與美方在疫
情防控、經濟復甦等領域開展互利合
作，相互借鑒和分享抗疫經驗，共同參
與和推動全球抗疫多邊合作。
四要放棄零和，共擔責任。當今世界

全球性問題層出不窮，傳統安全與非傳
統安全挑戰交織，幾乎所有的國際和地
區熱點問題都離不開中美以及世界各國
的協調應對。中美雙方應當秉持人類情
懷，履行大國責任，在聯合國等多邊機
制中開展必要協調合作，共同致力於世
界的和平與穩定。

以冷靜理智面對衝動焦躁

堅決反對人為製造所謂「新冷戰」

粗暴干涉香港事務才是破壞「一國兩制」

發動「外交戰」暴露美國缺乏自信

美國沒有資格打造「清潔國家聯盟」

奉勸美方放棄注定失敗的干涉主義

南海不能成為國際政治的角鬥場

反對煽對抗製分裂 開歷史倒車

有必要為中美關係樹立清晰框架

■■ 88月月55日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國務委員兼外交部
長王毅接受新華社專訪長王毅接受新華社專訪。。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