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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不存在所謂「海峽中線」
外交部：美官員訪台必受中方正當反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近日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台海附近

組織實戰化演練，其間多架戰機飛越

所謂「海峽中線」，其間台軍機廣播

向解放軍喊話「你已飛過『海峽中

線』，立刻轉向脫離」，解放軍戰機

飛行員則霸氣回應稱，「沒有海峽中

線」。在昨日舉行的外交部例行發布

會上，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亦就此明

確表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不存在所謂的『海峽中

線』。」針對美衞生與公眾服務部

長、副國務卿接連訪台問題，汪文斌

表示，中方必將採取正當反制措施。

據台灣媒體報道，解放軍18日、19日連
續兩天高強度軍演，大量戰機飛越所謂

「海峽中線」逼近台灣。此前，解放軍軍機
曾於9日、10日、13日、16日連續進入台西
南空域。台防務部門稱，解放軍18日上午共
出動18架次軍機、從四個方向抵近台灣本
島。包括轟-6機2架、殲-16機8架、殲-11機
4架、殲-10機4架，其間三度飛越所謂「海
峽中線」，最近距新竹海岸線約37海里。19
日上午，解放軍共計出動多達 19架軍機巡
台，包括殲-16、殲-10、殲-11、轟-6、運-8。

所謂「海峽中線」大陸從來沒承認
報道引述台防務部門人士透露，其間台軍
機廣播向解放軍喊話「你已飛過『海峽中
線』，立刻轉向脫離」，但解放軍戰機飛行
員以「沒有海峽中線」回應。
知名專家、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
關係研究所所長朱松嶺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
時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所謂「海峽中線」只是當年美國方面和
台灣當局單方面推出的，大陸從來就沒有承
認過，這是大陸一貫的立場和態度，從來沒
有任何變化，美國方面和台灣當局對此進行
炒作本身就是無中生有。
另據中國台灣網曾援引澳門《新華澳報》
報道稱，實際上，所謂「海峽中線」，是當
年美軍執行《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協防台灣
期間，基於台海防衛作戰之需要，衡量台灣
海峽甚為狹窄，作戰縱深不足，而在其主導
下所推出的一條「假想界線」。
所謂「海峽中線」，中國大陸從來就沒有

承認，而台灣當局過去長期以來也沒有遵
守。實際上，在 1965年的「八六海戰」和
「崇武以東海戰」之前，海峽兩岸的制空權
和制海權極不平衡，台灣當局的海空軍仗着

自己的裝備優勢，從來就沒有遵守過所謂
「海峽中線」。
報道還表示，在大陸方面，即使是在中美

建交之前，也從來沒有承認過此一「海峽中
線」，大陸方面一再重申，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因而台灣海峽屬於「中國內水」，並
無國際法所稱的「畫界問題」，所謂「海峽
中線」完全沒有法律約束力。

縱容和支持「台獨」注定失敗
此外，針對美副國務卿克拉奇9月17日至

19日訪台一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歷來堅決反對任何形
式的美台官方往來。美方近來執意接連派美
衞生與公眾服務部長阿扎、副國務卿克拉奇
赴台，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
合公報規定，是對中方的政治挑釁，助長
「台獨」分裂勢力囂張氣焰，破壞中美關係
和台海和平穩定，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並予以
強烈譴責。「中方必將採取正當反制措施，
包括針對有關個人。美方有關行徑也將進一
步損害中美在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上的協調與
合作。美方必須為此承擔完全責任。」
汪文斌說，中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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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損害中方核心利益、干涉中國內政
的行徑都會遭到中方有力回擊。任何勢力都
無法阻擋中國統一的歷史潮流。」
他說，中方敦促美方糾正錯誤，恪守在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中作出的承諾，停止任何美
台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停止干涉中國內
政，停止採取破壞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
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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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被美綁上戰車 蔡英文籌碼用完
美國副國務卿克拉奇結

束訪台之行，蔡英文20日
表示，在克拉奇訪台期
間，雙方對台美經濟合作
不同層次、不同議題都進

行了討論，例如印太地區治理、5G安
全、數位科技發展、經濟繁榮網路、能
源及基礎建設，以及全球供應鏈重組等
各項重要議題合作，「收穫確實豐
碩」。但事實則如馬英九所言，這次並
未有任何實質談判。

隨時可能擦槍走火
雖然在美國這邊沒有得到實質結果，

大陸卻對台灣有了「實質突破」。隨着
克拉奇抵台，解放軍東部戰區自18日起
在台灣海峽展開實戰化演練，當日出動

18架軍機從四個方向逼近台灣，19日又
派出19架軍機進入台灣西南及西北空
域。據台媒報道，解放軍多架次軍機連
續3天越過所謂「海峽中線」，「將突
破『台海中線』視為家常便飯」。

台美關係躍進換來兩岸關係緊張。對台
灣而言，如此收穫是否豐碩？台灣政治大
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湯紹成認為，
台灣與美國之間沒有實質的談判，卻換來
了大陸加大力度的軍事行動，甚至可能是
台灣的安全和利益，這種買賣是否值當？
在湯紹成看來，蔡英文「一面倒」的政
策，從頭到尾方向就錯了，才會導致兩岸
關係從僵局變危局，甚至隨時可能擦槍走
火，使得老百姓變得越來越恐懼。

美要台灣衝在第一線

湯紹成進一步指出，台灣現在被美國
綁在戰車上拖着走，他賣給台灣一大堆
武器，給台灣政治、經貿等各方面的資
源，就是要讓台灣衝在第一線。對蔡英
文來說，現在手上已經沒有籌碼，沒有
退路，美國說什麼就是什麼。

湯紹成補充道，現在的態勢是，大陸
在盡量避免軍事衝突，而美國卻一直在
煽風點火，一方面讓台灣往前衝，另一
方面又做出許多故意挑釁中國大陸的行
為。距離美國大選還有一個多月的時
間，不排除10月份還有更多更驚險的狀
況，美國可能會持續加碼。萬一擦槍走
火，站在第一線的台灣則是未蒙其利，
先受其害。蔡英文的「台獨政策」可謂
是方向錯誤，結果悲慘。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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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8月兩岸雙向投資金額大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當
局經濟主管部門投資審議委員會昨日公
布，今年前8個月核准台資企業對大陸
投資金額同比增加49.5%，核准陸資來
台投資金額同比增加54.2%。
投審會介紹，儘管前8個月核准台企

對大陸投資316件，同比減少20.4%，
但核准投（增）資金額38.6億美元，同
比增加49.5%。其中，8月份赴大陸投
資件數29件，同比下滑49%，但投資金

額達3.24億美元，同比增加26%。
前8個月台資對大陸投資案主要集中

於江蘇、福建、浙江、廣東及上海，分
居前五名；在投資業別上，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計算機、電子
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金融及保險
業，化學材料製造業分居前五名。
陸資來台投資方面，今年1月至 8
月投審會核准陸資來台投資件數為71
件，同比減少21.9%；投（增）資金

額1.18億美元，同比增加54.2%。其
中，8月份陸資投資件數為6件，與
去年持平，投資金額6,014.7萬美元，
同比大增269%。
自2009年6月30日台灣方面開放陸

資來台投資以來，台方累計核准陸資
來台投資件數為 1,442 件，核准投
（增）資金額24.33億美元。前三名行
業分別為批發及零售業、電子零組件
製造業及銀行業。

■■近日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台海附近組織實戰化演練近日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台海附近組織實戰化演練，，其間多其間多
架戰機飛越所謂架戰機飛越所謂「「海峽中線海峽中線」。」。圖為東部戰區海軍某驅逐艦圖為東部戰區海軍某驅逐艦
支隊支隊88月在東海海域進行實戰化科目訓練月在東海海域進行實戰化科目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財政部外洩文件指，滙豐控股在
2011至2017年間有高達15億美元的可疑
交易經香港戶口匯款，其中更有客戶涉
嫌經營龐氏騙局。美國舊事重提，無非
要繼續挾迫滙豐充當遏制中國的「打
手」。滙豐由香港起家，至今主要業務
與盈利仍來自香港為主的大中華地區，
但為討好美國，一再損害中國利益，結
果仍屢遭美國重罰，自招禍患、得不償
失，導致市場影響力和實際盈利江河日
下，實在愧對港人。

滙豐股價昨日下挫逾5%，錄得四個月
來最大單日跌幅，以全日兼 25 年低位
29.3元收市。滙控股價受壓，除了因為美
國財政部外洩文件的指控，也傳出可能
被列入內地的不可靠實體清單。其實，
滙控陷入的目前困境，是其看不透世界
政經發展大局，屈從、配合美國打壓中
國的策略，但結果仍不能換來美國放其
一馬，制裁懲罰反而變本加厲。

過去多年，滙控長期因為洗黑錢、違
反制裁令等諸多罪名而被美國罰款，而
且款項是天文數字，單是2012年滙控被
美國罰款 19 億美元（約 147 億港元）。
華為孟晚舟案中，有消息指滙控「惡意
造局」，出賣孟晚舟，向美國送上投名
狀。路透社報道指，滙控提交華為調查
結果，就是「希望以此換取免於受到美
國司法部的指控」。香港國安法落實之
後，滙控作為主要業務在香港的銀行，
支持國安法，依法辦事，理所當然，但

遭到美國國務卿蓬佩奥公開點名，如今
美國財政部外洩文件揭露的醜聞，滙控
不能倖免，更捲入在美國轟動一時的龐
氏騙局，不能不令人聯想，美國又向滙
控祭起「制裁大棒」。滙控配合美國遏
制中國，是萬事大吉，還是麻煩沒完沒
了，有如寒天飲冰，冷暖自知。

滙豐銀行1865年成立於香港，全名含
有「香港上海」兩個中國城市的名字，
這在全球金融機構裏都是獨一無二的，
充分說明這家銀行的中國基因。1997 年
香港回歸後，滙豐銀行成為首批在上海
浦東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之一；
1998 年更率先成為全國人民幣同業拆借
市場一級成員，並獲准通過該市場進行
人民幣債券和回購買賣。2008 年金融海
嘯，滙控股價跌至歷史低位，歐美業務
盡墨，是香港小股民用真金白銀、以
「血肉長城」助滙控度過危機。可以
說，滙控的發展壯大，全賴香港和內地
的支撐。

滙控由香港發家，在中國獲取厚利，
卻損害中國的利益，實在令港人痛心失
望。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指
出，「這家自稱英資的銀行萬萬不能一
邊賺中國的錢，一邊跟着西方國家做損
害中國主權、尊嚴及人民感情的事，中
國內地和香港都沒有欠滙豐。」事實證
明，替美國做「打手」，只會令滙控禍
患纏身，愧對港人和中國內地人民。滙
控必須痛改前非，發展才能峰迴路轉。

滙控自招禍患愧對港人
違法「佔中」禍首戴耀廷反中亂港之心不死，

最近又拋出名為「拉撒路計劃」的禍港計劃，聲
稱要搞全港性「商討程序」，討論香港「重生藍
圖」。這個計劃無視香港是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
的憲制地位，無視中央擁有對港全面管治權的基
本憲制框架，聲稱要透過全港「商討」、建設
「民主香港」，其本質仍是「自決」「港獨」的
套路，企圖將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若「拉撒
路計劃」得以推行，勢必成為翻版「佔中」，再
度撕裂社會，掀起新一波違法暴力惡浪，政府和
社會各界必須高度警惕，將「拉撒路計劃」制止
於萌芽狀態，勿讓戴耀廷反中亂港奸計再次得
逞，避免香港再受重傷。

「拉撒路計劃」取自聖經故事，指拉撒路死後
埋在墳墓4天，耶穌令他復生。戴耀廷為推銷「拉
撒路計劃」，曾在報章撰文暗喻香港國安法落實
之後，香港「已進入一個暗黑無光的墳墓裏」，
煽動受眾不要死心，「應準備有朝一日迎來民主
普選要怎樣做」。他號召至少有4000人參加「拉
撒路計劃」，討論香港的未來，而且不會為討論
設限。「拉撒路計劃」分明是又一個披着民主外
衣的「自決」「港獨」陰謀。

香港國安法為香港重振法治秩序、撥亂反正，
豈容戴耀廷顛倒是非、信口雌黃詆毀。更重要的
是，全國人大常委會2014年「8．31」決定，已為
香港雙普選一錘定音，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
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必須在憲
法、香港基本法和相關法律規定的框架內，在法
治的軌道上解決。

戴耀廷的「拉撒路計劃」提出商討香港的民主普
選之路，有提到香港政制發展必須符合憲法、香港

基本法的憲制秩序？有強調必須尊重中央在香港憲
制秩序中的主導地位？「拉撒路計劃」對這些關乎
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隻字不提，反
而強調「拉撒路計劃」是全港性、數千人、不設限
的「民主大討論」，這樣的「民主大討論」意圖昭
然若揭，但也是舊調重彈，就是香港的命運由要
「港人自決」，要把香港的高度自治變成「完全自
治」，建立不受憲法、香港基本法約束的顛覆性憲
制秩序，這不是「港獨」，又是什麼？

2013年戴耀廷打着「愛與和平」的幌子，肆意
鼓吹、散播「佔中」謬論，當年共舉行過三次
「商討日」，並煽動罷工、罷課、罷市，最終演
變成全港性堵塞道路、癱瘓核心商業區，令香港
陷入79日無法無天的混亂狀態；「佔中」更為去
年修例風波的爆發埋下重大隱患，導致本港社會
嚴重分化撕裂、黑暴橫行。可以肯定，「拉撒路
計劃」就是借討論香港未來、以聚集所謂民意為
名，炮製、實施新一波的邪惡圖謀，包括煽動違
法暴力抗爭以爭取所謂雙普選，乞求外部勢力更
肆無忌憚插手香港問題，為謀求「自決」「港
獨」，不惜攬炒香港和國家。

在中央堅定有力的掌控下，香港國安法成功實
施，特區政府有效執法，香港得以逐步重回正
軌、重建希望。戴耀廷再推「拉撒路計劃」，聲
稱讓不同社群就香港「重生後的想像」展開討
論，其目的和後果必然是再度撕裂社會、挑戰中
央和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把香港推向萬劫不復
的深淵。違法「佔中」之亂、修例的黑暴摧殘 ，
港人刻骨銘心、心有餘悸，對戴耀廷的花言巧
語，「拉撒路計劃」的亂港圖謀，港人必須高度
防範，絕不能讓「佔中」、黑暴的噩夢重演。

「拉撒路計劃」的本質是重演「港獨」黑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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