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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14日在例

行新聞發布會上應詢表示，堅決反對美國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反對

美台之間進行任何形式的軍事聯繫。民進黨當局勾結外部勢力，「以武謀

獨」，不過是螳臂當車，只會給台灣民眾帶來深重災難。

「以武謀獨」螳臂當車
大是大非不容試探

國台辦：堅決反對美對台軍售 密切關注中國國民黨「改名」

有記者問，有消息指，美國務院已批准
對台出售 3套武器裝備，提出租售

F-35等武器給台灣來對抗大陸。對此有何評
論？朱鳳蓮作上述回應。

台海緊張根本原因是台當局勾連外力
針對國民黨近日探討是否去掉中國國民黨
的「中國」二字，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朱鳳蓮
14日回應稱，對此密切關注。她更強調，在
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不容試探。
國民黨黨團總召林為洲6日提出涉台美關
係兩項議案後，又發文稱，可以探討是否去
掉中國國民黨的「中國」兩個字。對此，朱
鳳蓮表示，最近國民黨某些人的一些動向，
引發島內輿論和社會各界諸多質疑。「我們
對此密切關注。」
對於提議更改黨名等動向，有記者提出，國
民黨內有人認為，這些提案的目的是為凸顯民
進黨政策不可行，只是在欺騙民眾。她回應指
出，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解讀，也看到另一種說
法稱「這是在試探民進黨底線」。朱鳳蓮強調，
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是不容試探的。台灣是中
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不
可改變的歷史和法理事實。
她續指，我們堅決反對任何製造所謂「台
灣獨立」、「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
分裂行徑。兩岸的事情是兩岸同胞的家裏

事，絕不容許任何外來干涉。
「大家要特別明確一點，當前造成台海局
勢緊張複雜嚴峻的根本原因是民進黨當局勾
連外部勢力，不斷採取 『台獨』分裂挑釁
行動，島內有識之士和負責任的政黨對此都
應清醒認識、高度警惕、堅決反對。」她表
示，任何違背一個中國原則、損害中華民族
根本利益的言行，都會遭到全體中華兒女的
堅決反對。

民進黨「寒蟬效應」損害台青福祉
針對中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出席第三屆

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壇，台陸委會聲稱，如
果涉及違規將處理，並揚言台灣青年不應參
加此類活動，以免淪為所謂「統戰」宣傳工
具。對此，朱鳳蓮亦指出，海峽兩岸青年發
展論壇是兩岸青年交流交往的平台。「我們
一貫是積極支持鼓勵兩岸青年加強交流，增
進相互了解、攜手共謀發展。」
她指，民進黨當局出於一黨之私，蓄意阻

撓破壞兩岸民間交流活動，極力威脅打壓致
力於改善兩岸關係的島內人士，製造「寒蟬
效應」，損害台灣同胞的正當權益和利益福
祉。「誰在為台灣青年着想，誰在損害台灣
青年的利益福祉，是一清二楚的。」

「台獨」將為台胞帶來深重災難

同時，有台媒調查顯示，近期島內民眾傾
向「獨」的比例有所上升。對此，朱鳳蓮亦
強調，威脅台海和平穩定，破壞兩岸關係的
罪魁禍首是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他
們綁架台灣民眾，甘當西方反華勢力的「棋

子」，嚴重損害兩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華民
族根本利益。
她續指，「台獨」是歷史逆流，是走

不通的絕路，只能給台灣帶來不可承受
的風險，給2,300萬台灣民眾帶來深重災

難。只有遏制「台獨」，兩岸關係才能
和平穩定發展，兩岸同胞的利益福祉才
能得到增進和維護。我們相信，越來越
多的台灣同胞會隨着事實的演進，看清
這一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近
日披露的多起台灣間諜案引發關注。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14日在北京
表示，台灣間諜情報機構長期以大陸
為目標，大肆進行情報竊取和滲透破
壞活動，大陸有關司法機關嚴格依法
偵查、起訴、審理相關案件，依法保
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訴訟權利。
她進一步指出，偵查機關已按規定

將涉案人員關押地點等情況通知家
屬，並為涉案人員聘請了律師。按照
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涉及國家秘密案
件不公開審理。
朱鳳蓮答問時還表示，我們對有關
情況非常關注。經向有關部門了解，
近期，國家安全機關組織開展「迅
雷-2020」專項行動，依法打擊民進
黨當局及其間諜情報機關針對大陸的

情報滲透破壞活動。
她強調，近一個時期以來，民進黨
當局挾洋自重，加緊與外部反華勢力
勾連，頻頻製造事端，大搞「台獨」
分裂活動，嚴重危害兩岸和平和台海
局勢穩定，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台灣有關方面應當順應
國家強大、民族復興、兩岸統一的歷
史大勢，不要做損害中華民族整體利
益的事。

冀大多數台胞實現更大發展
有台灣記者問，這次大陸通報的間

諜案涉及一些學者，既有藍營的，也
有綠營的。而民進黨想修改「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對兩岸學術交流進行
嚴控盤查，這讓學者產生恐懼，對兩
岸學術交流是否會雪上加霜？

朱鳳蓮表示，對這個問題，要區別
看待。一方面，依法打擊危害國家安
全的犯罪行為，在間諜案中抓獲這些
人，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為了維護
兩岸正常的交往秩序，為了維護兩岸
同胞的合法權益。這次公布的台灣間
諜案，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另一方
面，對於絕大多數台灣同胞，對於參
與兩岸正常交流活動的台灣同胞，我
們都視之為骨肉兄弟，始終在為大家
做實事、辦好事、解難事，堅定維護
並且不斷地增進台灣同胞的利益福
祉，希望一起實現更大更好的發展。
她強調，民進黨當局以大陸為目

標，不斷進行相關情報竊取和滲透破
壞活動，是站在兩岸廣大同胞的對立
面，是縱容少數「台獨」分子，做着
和我們相反的事情。

回應台諜案：依法偵辦及保障嫌犯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據近日

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今年1月至9月，兩岸貿易
額達1,853.8億美元，同比增長12.4%。國台辦新
聞發言人朱鳳蓮表示，大陸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
好的態勢更加鞏固，始終是台商台企投資興業的最
佳選擇和未來發展的最大機遇。
新冠疫情的影響是全球性、普遍性的，在陸台企也

難以置身事外。「過去9個多月，大陸各地區各部門
想台商所想、急台商所急，採取了包括出台助力台企
『11條措施』在內的一系列紓困舉措。」朱鳳蓮稱。

昆山台企均已復產
她以大陸台資最為集中的江蘇昆山為例稱，昆山
現在有3,700多家台資企業，均已恢復生產，沒有
台企因為疫情仍然停工。
據統計，1月至8月，昆山新批台資項目118

個，同比增長5.4%，增資項目47個，增長27%，
充分顯示廣大台商台企看好大陸、扎根大陸的信

心。面對不利的外部環境，很多台企也積極尋求拓
展內需市場，參與大陸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大陸
企業一起合資合作並取得長足發展。
兩岸貿易方面，據海關總署數據，1月至9月，

大陸對台出口430.5億美元，同比上升8.2%；大陸
自台進口1,423.3億美元，同比增長13.7%。從單
月看，9月份，台灣對大陸出口佔台灣出口總額比
重46.24%，創歷史單月第二高。有不少台資項目
在大陸開工投產或增資擴產，呈現出投資金額大、
科技含量高的特點。
朱鳳蓮強調，今年上半年，總體減稅降費超過

1.5萬億元人民幣，更多企業從中受惠。各項惠台
利民措施為廣大台胞台商釋放更多利好。她指出，
廣大台商台企對這一點看得非常清楚，從近期的魯
台會、津台會、贛台會，以及很快就會舉辦的京台
科技論壇、重慶．台灣周、浙江．台灣合作周等經
貿活動中都可以看到，台胞台商們投身大陸發展熱
潮，一定能夠實現自身更大發展。

前九月兩岸貿易額同比增12.4%

■朱鳳蓮指，民進黨當局出於一黨之私，蓄意阻撓破壞兩岸民間交流活動。圖為早前第十六屆海峽旅遊博覽會在廈門會展中心開展，30
餘家知名台企入駐台灣館。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國家藥
監局會同國家衞健委、銀保監會組織起草的
《疫苗責任強制保險管理辦法（徵求意見
稿）》（下稱徵求意見稿）日前向社會公開
徵求意見。所謂疫苗責任強制保險，是指以
疫苗上市許可持有人因疫苗質量問題（即疫
苗不符合國家藥品標準或者藥品註冊標準，
影響安全、有效及質量可控的）造成受種者
損害依法應負的賠償責任為保險標的的保
險。
徵求意見稿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

內上市疫苗的上市許可持有人，應當按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疫苗管理法》和本辦法規
定，投保疫苗責任強制保險。疫苗責任強制
保險堅持強制投保、風險防控、信用管理的
原則。
疫苗獲得上市許可後、上市銷售前，疫
苗上市許可持有人應當與保險公司依法訂立
保險合同，投保疫苗責任強制保險。保險合
同訂立後，疫苗上市許可持有人應當將保險
合同提交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藥品監
督管理部門和衞生健康主管部門。
疫苗上市許可持有人投保疫苗責任強制

保險，可以就其獲得上市許可的所有疫苗
一併投保或者分別投保。同時，其與保險
公司訂立保險合同時，應當向保險公司如
實告知疫苗研製基本情況和有關風險情

況。

死亡賠償每人不低於50萬元
在保險範圍上，疫苗責任強制保險的保
險責任為因疫苗質量問題，造成受種者傷
殘、死亡的，依法應當由疫苗上市許可持有
人承擔的經濟賠償責任。
在條款和費率方面，疫苗責任強制保險

條款實行行業示範保險條款。疫苗責任強制
保險費率由疫苗上市許可持有人和保險公司
協商確定。保險行業協會可以會同疫苗行業
協會，擬定疫苗責任強制保險基準費率。
與車險相類似，徵求意見稿指出，疫苗
責任強制保險根據被保險人信用監管等級等
情況實行浮動費率。
免疫規劃疫苗和非免疫規劃疫苗責任強

制保險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統一最低責任限
額。死亡賠償金每人不低於50萬元人民
幣，傷殘賠償金根據傷殘鑒定機構出具的傷
殘程度鑒定書確定。鼓勵企業根據自身情況
購買更高責任限額的保險保障。
徵求意見稿明確，在保險合同有效期

內，因疫苗質量問題給受種者造成人身傷害
的，受種者依法向疫苗上市許可持有人提起
損害賠償請求。由疫苗上市許可持有人依法
承擔賠償責任的，保險公司依法在疫苗責任
強制保險責任限額內予以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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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
報道）青島市已連續兩天未見新增病
例。香港文匯報記者從14日晚間舉行
的青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
獲悉，截至14日18時，青島已採樣
882.5231萬份開展新冠病毒核酸檢
測，出具結果541.0386萬份，除已公
布的12例確診病例外，未發現新增陽
性樣本。青島市委常委、副市長薛慶
國表示，預計到14日24時可完成市
內五區全部核酸檢測任務，未來兩天
將完成全市1,100萬人口的全覆蓋。
截至10月14日18:00時，青島市已
排查到密切接觸者532人，全部實行
集中隔離觀察並完成兩輪核酸檢測，
除首輪檢測中9人核酸檢測結果陽性
並已及時發布外，其餘均為陰性，第
三輪核酸採樣工作完畢，已出結果均
為陰性。一般接觸者859人，全部完
成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歐媒驚歎中國抗疫速度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中國青
年報客戶端14日援引路透社、法國國

際廣播電台、英國
廣播公司、德國
《日報》等多家歐
洲主流媒體對青島
最新疫情的報道，
中國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的速度和成效
再一次令外界驚歎
不已。
路透社報道稱，

儘管只出現了少量
新增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但青島市迅
速行動並計劃在短
短5天時間內完成對全市900多萬人
口的核酸檢測。報道指出，自疫情暴
發以來，中國大陸新冠病毒感染數量
顯著下降，而中國依然對疫情保持高
度警惕。
英國廣播公司在報道中提到，武漢
曾於今年5月在10天內對全市1,100
萬人進行了全員核酸檢測。一旦出現
新的確診感染病例就迅速展開大規模
檢測，已經成為中國防控疫情的有效

手段。報道指出，中國已經在很大程
度上控制住了疫情，這與世界上其他
國家和地區形成了強烈反差。在包括
美國和歐盟在內的全球很多地方，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數仍在繼續飆升，當
地政府不得不採取新的隔離措施。
另據財新網報道，青島疫情或源於

早前青島港兩名碼頭工人感染有聯
繫，目前仍在調查中。這種說法尚未
得到官方的證實。

青島料未來2天完成逾千萬人口核檢

■10月14日，市民在青島市市北區東莞路文化廣場檢
測點進行核酸檢測採樣。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