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脅迫外交」這帽子 無國家比美國更適合戴

●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指，航母遠航必是常態。圖為遼寧艦（下）與煙台艦在某海域機動航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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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談

及中國海軍遼寧艦航母編隊近期在台

灣周邊海域和南海相關海域進行例行

訓練，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29

日指出，航母不是「宅男」，遠航必

是常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王莉 北京、
杭州報道）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昨日表
示，全球新冠疫情仍在快速蔓延，近一周，全
球新增確診病例數達575萬例，其中40%以上
來自中國陸上鄰國，多個國家出現暴發式增
長，疫情防控呈現長期性、複雜性和不確定
性。4月以來，內地累計新增境外輸入確診病
例364例，日均新增較上月增長超過兩成，外
防輸入、內防反彈壓力持續增大。中國疾控中
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表示，中國部分城
市檢測到有印度變異毒株，落實防控措施既可
以終止變異毒株的流行，也可以防止新變異的
發生。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昨日舉行發布會。吳尊

友表示，印度疫情的劇烈上升，再次敲響警
鐘，新冠疫情防控遠遠沒有結束，新冠疫情的
防控具有艱難性、複雜性、反覆性、長期性。
他表示，病毒變異一直都在發生，只要流行不
停，病毒都在變異。無論怎麼變異，只要阻斷
變異毒株的傳播、流行，就可以防止新的變異
毒株發生。他表示，中國之所以能夠控制好疫
情，是因為在外防輸入上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嚴防死守才保證了現在疫情防控的大好形
勢。公眾不可掉以輕心，要堅持常態化防控措
施，才能繼續維持良好的形勢。

舟山港籍疫船11確診
據浙江省舟山市衞健委通報，近日接海關

報，中國香港籍貨船「華洋朝陽」輪11名船
員新冠核酸檢測呈陽性。4月28日下午，經
覆核及專家組判定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0
例、無症狀感染者1例。舟山市高度重視，
已緊急啟動應急處置預案，及時組織對該船
流行病學調查、密切接觸者管控、消殺防疫
等工作。11名陽性船員已於4月26日全程閉
環轉入定點醫院進行診治，其餘9名船員繼
續在船上留觀。目前，未發現本土密切接觸
者。
據悉，該輪2021年以來先後多次停靠孟加

拉吉大港、印度卡基納達、新加坡、中國廈門
等港口，現有船員20人，均為中國籍。因等
待修理靠泊浙江省舟山市鑫亞船廠錨地。

內地發現印度變種病毒

近日，尚未公布的中國人口統計數
據受到各界關注。國家統計局昨日發
布消息指出，據了解，2020年，中
國人口繼續保持增長，具體數據將在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中發布。

關於人口普查具體發布時間，內地媒體援引知情人
士透露：相關數據預計調整為5月中上旬公布，「因
為有些數據量比較大，還在處理過程中」。

中國每10年開展一次人口普查，2010年第六次普查
時人口是13.3億。國家統計局去年1月曾發布，2019
年末中國總人口逾14億，比2018年末增加467萬人，
其中，放開「二孩」的生育政策發揮了成效。

不久前，中國公安部數據顯示2020年新生兒登記數
僅1,003.5萬，較2019年大幅下降約15%。北京等多地
披露的出生人口，減少10%至30%。這也引起外界對
於中國最新人口普查數據的猜測。

英國《金融時報》預計，中國人口已跌破14億人，
是中國超過半世紀以來首次出現人口下跌。

疫情抑制生育致新生兒數減少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教授周祝平對記者

表示，2020年中國人口出生數量少，包括雙重疊加因
素：一是延續往年的趨勢性減少，二是疫情下結婚和
生育活動受到抑制，人們會理性地控制懷孕以免上醫
院不便。

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團隊2020年11月發表
文章預測，2027年中國人口將達到峰值14.17億，此後開
始負增長，2035年降至14.03億，2050年降至13.21億。

目前，對於低出生率或老齡化，人們關注的重點在於
「人口紅利」消失從而影響國家生產力。中國人民銀行
此前發布的「跨界」工作論文指出，中國人口形勢已經
逆轉，灰犀牛越來越近；要全面放開和大力鼓勵生育。

學者倡產業轉型以適應人口結構
不過，周祝平表示，老齡化或者低生育水平，從積

極方面看是社會進步的表現。老齡化意味着嬰兒死亡
率下降了、預期壽命延長了；低生育率意味着婦女有
更多的家庭之外的經濟活動選擇自由。

也有不少學者提出，應對人口問題不應該停留在鼓
勵生育的層面，更應討論產業轉型適應新的人口結
構。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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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天的國防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根
據官方媒體報道，遼寧艦航母編隊日前在台

灣周邊海域進行訓練，請進一步介紹訓練情況。
對航母編隊而言，類似的訓練活動今後是否會常
態化組織？
吳謙介紹說，中國海軍遼寧艦航母編隊近日在

台灣周邊海域和南海相關海域進行例行訓練，旨
在檢驗武器裝備性能，提升部隊履行使命任務的
能力水平。
「關於你提的第二個問題，我想說的是，航母

不是『宅男』，遠航必是常態。」吳謙說。

批美軍近距離偵察性質惡劣
另有記者問，近期，美軍艦機頻繁在中國周邊

海空域活動。4月以來，「麥凱恩」號驅逐艦穿航
台灣海峽，「羅斯福」號航母戰鬥群進入南海。
近日，美海軍網站發布「馬斯廷」號驅逐艦艦長
近距離觀察遼寧艦的照片，美士兵推特發布遼寧
艦艦載機起降的視頻。請問中方對此作何評論？
吳謙表示，近日，中國海軍遼寧艦航母編隊在

有關海域開展正常演訓活動期間，美「馬斯廷」
號驅逐艦持續對中方艦艇編隊近距離偵察，嚴重
干擾中方演訓活動，嚴重威脅雙方艦艇航行安全
和人員安全，性質十分惡劣。「中國海軍艦艇對
美艦予以警告驅離。中國國防部已就此向美方提
出嚴正交涉。」
吳謙表示，美現政府就職以來，美軍艦在中國

當面海域活動頻次比去年同期增加逾20%，偵察
機活動頻次超40%。美方頻繁派遣艦機赴中國周
邊海空域活動，推動地區軍事化，威脅地區和平

穩定，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我們敦促美方嚴格約束一線部隊，遵守『中

美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國際海上避碰規
則』等規則，杜絕再次發生類似危險事件。」吳
謙說。

台當局兩岸間設區設線皆無效
有記者問，據台媒報道，民進黨當局日前已在

「台海空域」對大陸軍機設立所謂監視區、警告
區、摧毀區，並把大陸軍機趨近台島30海里作為反
應「紅線」。另據廣東海事局宣布消息，解放軍隨
後於4月15日至20日在南海、南澎列島附近水域範
圍內進行實彈射擊演習。請問對此有何評論？
吳謙指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

放軍在台海附近舉行演訓活動，針對的是「台
獨」分裂勢力謀「獨」挑釁和外部勢力干涉，絕
非針對台灣同胞。
「無論民進黨當局在兩岸之間設立什麼區、什

麼線，都是統統無效的，都絲毫撼動不了我們捍
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和意志。」吳謙表
示，民進黨當局「以武謀獨」是螳臂當車，只能
自取滅亡。
有記者問，4月23日，中國海軍075型兩棲攻擊

艦入列。有媒體評論，該型戰艦的入列是在為
「武統」台灣進行實質性準備。請問發言人有何
評論？

高度警惕並堅決遏「台獨」
吳謙說，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

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我們在台灣問題上的
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我們堅持對台工作大政
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推進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高度警惕並堅決
遏制「台獨」分裂活動。我們願意以最大誠意，
盡最大努力爭取兩岸和平統一的前景。
吳謙指出，「台獨」分裂勢力及其分裂行徑公

然挑戰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嚴重損害兩岸同胞切
身利益，嚴重危害台海和平穩定。我們絕不為任
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始終
堅持做好應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活動
的充分準備，目的是從根本上維護祖國和平統一
前景，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如果『台獨』分裂勢力一意孤行甚至鋌而走

險，我們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粉碎『台
獨』分裂圖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吳謙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就有美國官員指責中國搞
「脅迫外交」一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9日表示，脅迫外
交這頂帽子，沒有國家比美國更適合戴，也沒有國家能夠從美
國手中奪走這個專利。
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美國官員在多個場合指責中
國搞「脅迫外交」和「經濟、軍事脅迫」，發言人對此有何回
應？
汪文斌表示，脅迫外交這頂帽子，沒有國家比美國更適合
戴，也沒有國家能從美國手中奪走這個專利。
汪文斌說，1971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亞歷山大．喬治最

早提出「脅迫外交」概念，用來概括當時美對老撾、古巴、越
南的政策。「美國用實際行動向世界詮釋了什麼是脅迫外交，
那就是通過武力威脅、政治孤立、經濟制裁、技術封鎖等方式
實現自身戰略目標。」

屢掀戰亂動盪 隨意挑起貿戰
他表示，從武力威脅看，美「脅迫行動」的經典案例都造成

了戰亂動盪和人間悲劇。美國政府也不避諱使用「脅迫外交」
一詞，比如將1994年迫使海地軍政府下台譽為「美國脅迫外
交的範例」，在2003年將追加軍費中的約303億美元明確列支
為開展「脅迫外交」。
從政治孤立和經濟制裁看，美國長年對古巴、朝鮮、伊朗、

委內瑞拉揮舞「制裁大棒」。美上屆政府對多國隨意挑起「貿
易戰」。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曾撰文稱美上屆政府

對伊朗政策只有「脅迫」沒有「外交」。

無端打壓中企 肆意干華內政
從技術封鎖看，美國為維護自身科技壟斷地位，無視市場競

爭原則和國際經貿規則，濫用國家安全藉口肆意打壓別國高科
技企業，還脅迫其他國家共同行動，無論是法國的阿爾斯通，
日本的東芝、豐田，蘇聯的航空航天業，還是如今中國的華
為，無一不是鮮活的例證。
汪文斌表示，就中國而言，美國處心積慮對華施壓，非法抓

捕中國公民，無端打壓中國企業，肆意干涉香港、新疆等中國
內部事務，威逼利誘其他國家組建反華「小圈子」。中國是
「脅迫外交」受害者，而非加害者。不管誰搞「脅迫外交」，
我們都堅決反對。
汪文斌說，同美國脅迫外交相反，中國奉行的是獨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
基因。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
輯。
「我們從未像美國那樣以武力威脅他國，從不搞軍事同

盟，從不輸出意識形態，從不跑到別人門口挑事，從未將手
伸進別人家裏，也不主動打貿易戰，不無端打壓他國企業。
在中國的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遭到脅迫和侵害時，我們當然
要作出合理合法的反制，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我們將和所有
愛好和平的國家一道，共同反對世界上的各種脅迫行為。」
汪文斌說。

●有學者指出，疫情下結婚和生育活動都受到抑制。
圖為貴州省某醫院護士在照料初生嬰兒。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4月29日上午，
伴隨着一聲巨響，長征五號B遙二運載火箭搭
載空間站天和核心艙駛向太空，順利完成發射
任務！習近平總書記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
央軍委發來賀電，希望中國航天人大力弘揚
「兩彈一星」精神和載人航天精神，自立自
強、創新超越，奪取空間站建造任務全面勝
利，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出新的
更大的貢獻。
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天和逐夢，情繫
九天。習近平總書記對航天工作的關懷、肯定
和鼓勵，必將激勵廣大航天人在航天強國征程
上不懈探索，砥礪前行，以更加奮發有為的精

神、自強不息的決心、敢闖敢試的豪情將航天
事業推向新的高度。
文章指出，60多年來，中國航天發展史就是
一部自立自強、創新超越的奮鬥史。一代代航
天科技工作者緊盯世界航天科技前沿，在高起
點上謀劃，在關鍵點上攻堅，創造了舉世矚目
的輝煌成就。尤其近年來，中國太空探索捷報
頻傳──從無人飛行到太空行走，從「玉兔」
探月到「天問」探火，航天人完成了一次又一
次的歷史跨越。
此次建造空間站、建成國家太空實驗室是實

現我國載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戰略的重要目
標，是建設科技強國、航天強國的重要引領性

工程。天和核心艙發射成功，標誌着我國空間
站建造進入全面實施階段，為後續任務展開奠
定了堅實基礎，譜寫出新時代中國航天事業的
新篇章。
人有不如自己有，人會不如自己會。實踐

充分證明，自力更生、自主創新，是我們實
現科技強國的重要抓手，是我們謀求發展進
步的唯一出路。天和核心艙發射成功標誌着
我們新的探索已經開始，我們既要仰望星
空，又要腳踏實地，在上下求索中實現夢
想，在攻堅克難中追求卓越，奪取空間站建
造任務全面勝利，在航天事業新起點上創造
新的更大成就。

自立自強 創新超越 奪取空間站建造任務全面勝利央視
快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