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美國國務院日前批准向台灣地區出售總

額約18億美元的武器裝備，引發中方

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趙立堅26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表示，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中方決定採

取必要措施，對參與此次對台軍售的洛

克希德·馬丁、波音防務、雷神等美國

企業，以及在售台武器過程中發揮惡劣

作用的美國有關個人和實體實施制裁。

中國制裁對台軍售美企
含售武中作用惡劣的個人和實體 洛克希德·馬丁波音防務雷神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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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國國防部國防安全合作局發表聲明
稱，美國國務院已批准向台灣出售總額約18

億美元的武器裝備。在26日例行記者會上，在被
問及中方對此採取的措施時，趙立堅重申，美方
向台灣地區出售武器裝備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嚴重損害中方主權和
安全利益。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予以強烈譴責。
趙立堅宣布，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中方決定採

取必要措施，對參與此次對台軍售的洛克希德·
馬丁、波音防務、雷神等美國企業，以及在售台
武器過程中發揮惡劣作用的美國有關個人和實體
實施制裁。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利益
趙立堅強調，中方再次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

原則的承諾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停止售
台武器和美台任何軍事聯繫。我們將繼續採取必
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
據台灣地區媒體的報道，美方此次批准向台灣
出售包括M142「海馬斯」多管火箭發射系統、
SLAM-ER增程型空對地巡航導彈以及F-16戰鬥
機使用的新型偵察吊艙在內的武器裝備，總價值
高達18.1億美元。

專家：相關公司管理人員來華或受限
對於中方將可能對上述相關美國企業和個人採

取的具體措施，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
長金燦榮向香港文匯報指出，雷神等上述美國企
業作為持股方或投資方可能在華有一些邊緣業
務，中方可以「做一點動作」。另外，未來上述
公司管理人員若到華參加國際行業會議等可能會
受到限制。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朱鋒教
授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中國一直是波音客機的最
大海外買家，未來或許可以減少對波音客機的採
購。
上周美方宣布批准對台軍售消息後，中國國防

部、國台辦、外交部接連作出嚴正表態。國防部
新聞發言人譚克非警告，如果美方無視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食言背信、執意妄為，中方必將予以
堅決回擊。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說，我們正告民
進黨當局停止一切形式的與美勾連，不要在「台
獨」的絕路上越走越遠。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強
調，中方將根據形勢發展作出正當必要反應。

美玩火終會傷自己
金燦榮強調，台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

正如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上周在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
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所言，我們決不會坐視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受損，決不會允許
任何人任何勢力侵犯和分裂祖國的神聖領土。
一旦發生這樣的嚴重情況，中國人民必將予以
迎頭痛擊！
金燦榮認為，如果美國和「台獨」勢力繼續

不知回頭，台海「攤牌」的可能性將會越來越
大，台海局勢將不容樂觀。這位專家指出，這
其中原因不在大陸，大陸對台的總的政策一直
沒有改變，一直是「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策
略上亦沒有變化，仍是堅持「兩手」，一手
「硬」，一手「軟」。隨着大陸實力不斷增強，
時間在大陸一邊。但近年，台灣地區的「台獨」
意識不斷抬頭，美國和「台獨」勢力妄圖抓住
最後機會鋌而走險的焦慮日升，同時美國在戰
略上將中國當成重要競爭對手，將台灣作為遏制
中國的「棋子」之一。未來美國和「台獨」勢力
如果一直在台灣問題上玩火「切香腸」，總會有
切到「肉」的一天，那時大陸一定會被迫作出強
烈反應，而一旦「攤牌」，那麼結果一定是大
陸贏。

首辦聽證會審查牌照
台當局涉打壓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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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批蘇貞昌
刻意挑動兩岸對立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通訊傳播委

員會（NCC）26日進行中天新聞台換照審查聽證
會。多個藍營團體高呼「伸張媒體正義、反關台
挺中天」口號，在會場外聚集抗議。
中國國民黨台灣地區立法機構黨團總召林為洲
表示，民進黨當局過去站在爭民主、自由、新聞
自由立場，很諷刺的是，現在竟然要關閉最能代
表言論自由的新聞電視台，所以大家一起站出
來，用行動給他們壓力。
民主監督聯盟總召集人黃正忠、藍天行動聯盟
主席武之璋、台灣軍事院會校友總會理事長季麟
連、前台灣新聞局局長鍾琴、國民黨副秘書長李
彥秀、國民黨發言人鄭麗文、鄭正鈐、李德維、
許淑華、楊瓊瓔等近500人，26日都到NCC外聲
援中天新聞台，捍衛新聞自由。

中天新聞台執照年底到期，面臨換照問題，
NCC竟首度為此在26日舉辦聽證會。外界質疑執
政當局因無法容忍不同聲音，因此介入影響換
證，連日來社會批評聲浪不斷。

中天新聞台節目多元
旺中集團董事長蔡衍明出席了這次聽證會，此
次會議就八大議題討論，其中，在節目視聽多元
部分，中天新聞台與神旺投資等利害關係人代理
人律師方伯勳舉出了9點反駁NCC。
方伯勳表示，自2014年12月12日換照起前三

年，中天電視前三年評鑑都是合格且沒有任何裁
罰記錄。自2017年起始有裁罰通知記錄，直到現
在的21件裁罰當中，14件與政治有關。但在21件
內只有5件違規裁罰確定，總共罰款133萬元新台

幣，其他仍在訴訟中，且中天上周才收到第19至
21件裁罰通知。他質疑，還未確定的裁罰案件是
否作為准予換照的衡量因素？
蔡衍明回應NCC委員質疑他曾提到每個月和媒

體主管開會一次時表示，他一年只去中天兩三
次，不是開會，只是溝通意見分享想法，「不是
都聽我的，你以為新聞人那麼容易管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對大陸隆重紀念中
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台行政機
構負責人蘇貞昌妄稱「不要用戰爭來威脅台灣人
民」。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26日指其慣於顛倒
黑白，刻意挑動兩岸對立，恐嚇台灣民眾，居心險
惡。
26日回應記者相關提問時，朱鳳蓮指出，當前台

海和平穩定面臨的最大威脅是民進黨當局與外部勢力
加緊勾連，不斷進行「台獨」挑釁。台灣同胞是我們
的骨肉天親，「台獨」是台灣同胞最大的禍害。
她強調，民進黨當局、「台獨」分裂勢力企圖將台
灣同胞綁架到「台獨」戰車上，拖入深重災難，廣大
台灣同胞不會上當。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息，外交
部發言人趙立堅就中方針對美方增列6家中
國媒體為「外國使團」採取對等反制措施答
記者問。
問：上周，美國宣布將6家中國媒體增加
列管為「外國使團」，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
方將做出正當、必要的反應。請問中方將如
何反應？
答：近年來，美國政府對中國媒體駐美機

構和人員的正常新聞報道活動無端設限，無
理刁難，不斷升級對中國媒體的歧視和政治
打壓。針對美方此次將6家中國媒體增列為
「外國使團」，我上周已經表明了中方嚴正
立場，要求美方改弦更張，糾正錯誤，撤回
將中方6家媒體作為「外國使團」列管。但
美方全然不顧中方正當合理要求和嚴正警
告，執意升級對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和人員的
政治打壓和污名化行動。
作為回應，中方要求美國廣播公司

（ABC）、洛杉磯時報、明尼蘇達公共電
台、美國國家事務出版公司、新聞周刊、美
國專題新聞社等6家美國媒體駐華分社，自
即日起，於7日內，向中方申報在中國境內
所有工作人員、財務、經營、所擁有不動產
信息等書面材料。

美方無理打壓 中方被迫反制
需要強調的是，中方上述措施完全是對美

方無理打壓中國媒體駐美機構被迫進行的必
要對等反制，完全是正當合理防衛。美方有
關做法專門針對中國媒體，是基於冷戰思維
和意識形態偏見，嚴重損害中國媒體的聲譽
和形象，嚴重影響中國媒體在美正常運作，
嚴重干擾中美正常人文交流，暴露其自我標
榜的所謂「新聞自由」的虛偽性。中方敦促
美方立即改弦更張、糾正錯誤，停止對中國
媒體的政治打壓和無理限制。如果美方一意
孤行，錯上加錯，中方必將採取進一步的反
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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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此次批准向台灣出售包括M142「海馬斯」多管火箭發射系統等武器裝備。圖為2016年，美
軍展示「高機動性火箭系統」（海馬斯）。 資料圖片

■26日進行中天新聞台換照審查聽證會，多個
藍營團體在會場外聚集抗議。 中央社

中國外交部昨宣布，對參與對台
軍售的洛克希德．馬丁、波音防
務、雷神等美國企業及個人實施制
裁。美國對台軍售，試圖打「台灣
牌」遏華、為「台獨」張目，公然
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嚴重損害
中國核心利益。中國用制裁美國對
台軍售企業的實際行動表明，在事
關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的原則問題
上，絕不會有絲毫妥協退讓。中國
市場龐大、增長強勁，是全球經濟
復甦的希望所在，希望美國企業不
要隨反華政客的指揮棒起舞，以免
損害自己的長遠利益。

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攸關中方核心利益。美國向台
灣出售武器，嚴重違反「一個中
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
是「八一七公報」規定，嚴重干涉
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安
全利益。中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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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一
以貫之，立場無比堅定。

近年來，美國刻意打「台灣牌」
遏阻中國發展，特朗普為求連任不
斷逾越底線、操弄美台關係為自己
造勢，多次推出涉台法案，更借防
疫、經貿合作等為名，不斷派遣高
級官員訪台。隨着美國大選臨近，

特朗普加強對台軍售，支持蔡英文
當局以武謀「獨」，成為台海和平
和兩岸關係的最大破壞力量。但中
國在捍衛核心利益問題上，絕不會
有絲毫退讓，美國以台阻華只能是
白忙一場。正如習近平主席在紀念
抗美援朝70周年講話中所宣示的：
「中國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任
何困難和風險面前，腿肚子不會
抖，腰桿子不會彎。」

對破壞中國核心利益的任何行
動，中國的還擊向來說到做到、絕
不手軟。1992年法國批准對台出售
幻影戰機，中國立即關閉法國駐廣
州總領事館，並撤銷廣州地鐵、大
亞灣核電站二期工程等大型中法合
作項目。此次被制裁的美企，皆在
中國有廣泛業務，如建造核反應堆
冷卻劑系統、出售飛行模擬器、持
有中國飛機公司股權等。

中國是世界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
市場，中國願意與世界各國的企業共
享發展紅利，但絕不容忍、絕不會坐
視任何企業損害中國核心利益。中國
的此次制裁行動，就是對那些既在中
國市場獲取巨額利益、又參與破壞中
國核心利益的企業和個人的嚴正警
告。為自身長遠利益着想，希望所
有想在中國大展身手的企業，知所
進退，作出正確的抉擇。

中國維護核心利益說到做到
有調查發現，今年本港整體開心指數只有6.16，其

中 12-34 歲較年輕群組最抑鬱，學童群組（12-18
歲）更成為「最不開心」群組。這個結果無疑令人憂
心，顯示受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雙重夾擊，本港社會
撕裂、經濟困頓，難免導致社會氣氛低落，年輕人對
前途更感迷惘惆悵；這個結果也提示，香港社會必須
堅決反攬炒，齊心協力抗疫情，明確未來發展方向和
目標，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的機遇，才能弘揚樂觀向上的正能量，港人在獅子
山下再展歡顏。

修例風波催生的黑暴攬炒擾攘近一年，雖然在香港
國安法實施後明顯平息，但鼓吹攬炒對抗的餘毒遠未
盡消除，攬炒派還不斷炒作「八三一」、「七二一」
等顛倒是非的事件，繼續散播謠言謊言，煽動反政府
的仇恨情緒和社會對立，有些謊言至今仍迷惑部分市
民尤其是心智未熟的年輕人，令本港社會被撕裂的傷
口難以痊癒。民建聯今年6月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亦
顯示，在逾千名受訪的市民中，近半曾因政見不同而
和家人吵架，更有近八成認為暴力衝擊增加社會分
化，不足三成受訪者對修補撕裂有信心。在如此尖銳
對立的社會狀態下，市民豈能開心？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席捲全球，困擾本港已超過大
半年，受疫情影響，本港正常的經濟、社會運作被擾
亂，企業倒閉、裁員情況越來越嚴峻，市民難免愁眉
不展；疫情令學校長期停課，學生社交活動減少，打
亂學習、生活規律，身心健康當然受影響。再加上本
港近年高度政治化，經濟社會發展相對緩慢，與周邊
地區相比，本港的固有優勢難以保持和發揮，年輕人
向上流動機會減少，對未來信心不足，更容易造成並
加重抑鬱和悲觀情緒。

因此，香港要重振精神走出低谷，港人首先要認識
到黑暴攬炒是令香港內耗撕裂、家嘈屋閉的罪魁禍
首，必須堅決支持政府用好用足香港國安法和其他法
律，清算一切違法暴力，加快本港由亂轉治的步伐，
以利修補撕裂、重建和諧、推動香港再出發。事實
上，香港擁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又是國際金
融、經貿中心、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與國際市場廣
泛接軌，更重要的是無論恢復法治、抗疫紓困、重振
經濟，中央都不遺餘力挺港，港人不僅不應因一時困
難而沮喪，反而應該對未來保持樂觀。

不久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
年慶祝大會講話時指出，要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
展新實踐，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
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歷史機遇，推動三地經濟
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促進人員、貨物等各類
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相信這也
是即將公布的「十四五」規劃建議稿中對香港的明確
定位。

中央一直關心、支持香港青年，習主席一再強調，
要幫助香港青年解決在學業、就業、創業等方面遇到
的實際困難和問題，創造有利於青年成就人生夢想的
社會環境，要「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
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
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強對祖
國的向心力。」

機遇就在面前，路就在腳下，香港應充分發揮背靠
祖國、面向世界的優勢，努力搭上國家發展快車，更
好地鞏固和發展香港的比較優勢。港人只要敢闖敢
拚，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歡笑定能重
現獅子山下。

反攬炒控疫情明方向 香港人才能再展歡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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