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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與普京將於香港時間今
晚，在瑞士日內瓦舉行會談。普京

在專訪中反駁了美國近年對俄羅斯的種種
指控，他直言幾乎所有對俄國的譴責都同
樣適用於美國和西方，例如針對美國多次
指責俄國拘禁反對派是打壓異見，普京便
說，美國在1月國會暴動後拘捕450人，
同樣是打壓異見。

稱美威嚇外國選舉觀察員
普京又逐一反駁美國對俄羅斯國內議題的
各種指控。NBC主持西蒙斯提到了俄羅斯
「人權」問題，表示拜登將在會談中提及正
在服刑中的俄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西蒙斯
又提到俄羅斯政府將俄境內媒體Meduza和
VTimes列為「外國代理人」，普京此時反
駁指，有關「外國代理人」的法律不是俄羅
斯發明的，美國在1930年代就通過了《外
國代理人登記法》，「這項法律比我們的嚴
厲得多，它的目的就是防止外國對美國內政
的干涉。」
普京說：「我們最近才通過這項法律，保
護我們的社會不受到外部干預。在（美國）
某些州，當一名外國觀察員來到某個投票站
時，檢察官會說，『再靠近幾英尺，你就進
監獄了』，這正常嗎？這是現代世界的民主
嗎？（美國）一些州就是這麽幹的，我們沒
有這樣的東西。」

談納瓦爾尼「沒有暗殺習慣」
西蒙斯又問普京有否下令「暗殺」納瓦爾
尼，普京回答：「我們沒有暗殺任何人的習
慣。」他以美國國會暴動為例，「你們認為
俄羅斯不容異見，但我們的看法完全相
反……那個走進國會大樓被警察開槍打死的
女人是你們下令『暗殺』的嗎？你知道有
450人在進入國會大樓後被捕嗎？他們帶來
了政治訴求……這難道不是對持有政治觀點
的人的迫害嗎？」
西蒙斯問普京能否保證納瓦爾尼不會死於
獄中，普京指一個人可以獲釋與否，是由法
庭、而非總統決定，有關在囚人士的健康，
則是相關監獄管理人員的責任，可能有部分
監獄的的醫療設施有欠完善，「他們正是該
負責任的人」，又補充「老實說我很久沒有
巡視過那些設施」。訪問中普京一直拒絕直
呼納瓦爾尼名字，按過往慣例以「那個人」
來稱呼。
談到這次峰會，普京說，俄美雙方需要確
定一些立場，以便更有效解決共同關心的問
題，使其符合兩國利益。「讓我們雙方坐下
談一談，尋求一種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
案，從而達到戰略穩定。」普京表示，俄方
準備好與美方圍繞軍控問題開展工作，亦願
意與美國在航天領域進行合作。普京強調，
不希望外太空軍事化，也不希望網絡空間軍
事化。俄美可以就網絡安全進行合作，希望
能與美方一起開始這一進程並取得成果。

●綜合報道

俄羅斯總

統普京日前在接受美國全國

廣播公司（NBC）專訪中坦言，美

俄關係正處於近年最低點，「我們

受到（美國）各種各樣的指控：干

預選舉、網絡攻擊等等。但他們沒

有一次拿出證據，只是毫無根據地

指控。」他用一句俄羅斯諺語規勸

美國，「長得醜，就別對着鏡子發

火（Don't be mad at the mirror if

you are ugly）。」普京說：「我們

還沒有被指控挑起『黑人的命也是

命』（BLM）運動，我感到很驚

訝，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攻擊手

段。」不過，「我們沒幹這些

事。」他補充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日主持外交部例
行記者會。有記者提問說，七國集團（G7）
峰會閉幕並發表公報，公報在新疆、香港等問
題上對於中國橫加指責，那麼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趙立堅表示，我們注意到七國集團峰會公報

提及涉華議題，就涉港、涉疆、台灣、涉海等
問題對中方蓄意污衊，干涉中國內政，此舉嚴
重違背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違背和平發
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暴露出美國等少數
國家人為製造對立隔閡、擴大分歧矛盾的不良
用心。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涉疆、
涉港、台灣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
勢力干涉，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
決心堅定不移。

趙立堅說，我想強調，世界多
極化、國際關係民主

化是不可

抗拒的時代潮流，一國或一個國家集團號令天
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當前形勢下，國際社會
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加強團結合作，踐行真
正的多邊主義，而不應基於小圈子搞集團政
治，不應以意識形態劃線，打壓不同發展模
式，更不應混淆是非，轉嫁責任。美國病了，
病得不輕，七國集團還是給美國把把脈，開藥
方。 ●綜合報道

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前日回應北約峰會公
報涉華內容，強調北約稱中國構成所謂「系統
性挑戰」，是「冷戰思維延續和集團政治心理
作祟」，中國不會對誰形成「系統性挑戰」，
但如果誰要對中國進行「系統性挑戰」，中國
不會無動於衷。
發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北約布魯塞爾峰會
公報有關涉華內容，北約稱中國構成所謂「系

統性挑戰」，是對中國和平發展的詆毀，對國
際形勢和自身角色的誤判，更是冷戰思維延續
和集團政治心理作祟。發言人指出，2021年中
國國防預算為1.35萬億元人民幣，GDP佔比約
為1.3%，不到北約的「及格線」，而北約30國
2021年軍費總額預計高達1.17萬億美元（約
9.08萬億港元），佔全球軍費總額一半以上，
是中國的5.6倍，「到底是誰的軍事基地遍布全
球、誰的航母在四處炫耀武力，全世界人民都
看得很清楚。」
發言人奉勸北約理性看待中國發展，停止渲

染各種形式的「中國威脅論」，不要將中國的
正當利益和合法權利作為操弄集團政治、人為
製造對立、刺激地緣競爭的藉口，把更多精力
用在推進對話與合作的正道上，多做真正有
利於維護國際和地區安全與穩定的
事。

●綜合報道

G7公報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堅決反對

北約公報渲染「中國威脅論」
中方：集團政治心理作祟

俄羅斯總統普京日前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專訪時表
示，不認為中國對俄羅斯是威脅，中國不會像美國那樣
「宣布俄羅斯為敵人」，普京並對中俄關係達到前所未
有的高水平感到滿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昨日
稱，中方高度讚賞普京對中俄關係所作積極表態。

珍惜中俄關係發展
普京在專訪中表示，「近年來，我們與中國建立了兩

國歷史上從未達到過的戰略夥伴關係，在所有方面高度
信任與合作：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在技術領域、在軍
事技術合作方面。」普京指出中國的發展有目共睹，不
過俄羅斯不會對此提防，「我們不認為中國對於我們是
威脅，它是一個友好的國家，它不像美國那樣宣布我們
為敵人。」
普京被問到他認為是否得到中國百分百支持，普京答

道：「可以看到一些破壞俄羅斯與中國之間關係的企
圖，也可看到這些企圖正在實際政策中落實。我們對與
中國過去幾十年發展前所未有的高水平關係感到高興，
我們像我們的中國朋友一樣珍惜它。」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引述美國政府高級官員

稱，總統拜登政府對俄羅斯同中國的合作水平不斷上

升，感到不安。

中方：中俄成大國關係典範
趙立堅昨日在例行記者會表示，中俄團結如山，友誼

牢不可破，在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的戰略引領下，兩
國關係經受住國際風雲變幻考驗，樹立了新型大國關係
的典範。兩國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堅定相互支
持，政治互信和戰略協作水平持續鞏固和提升。今年前
5個月，雙邊經貿額大幅上升23.6%，為艱難復甦的世
界經濟注入強勁動力和信心。雙方共同抵制「政治病
毒」，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國際公平正義，堅決捍衛真
正的多邊主義和國際公平正義，成為動盪世界中的重要
穩定力量。可以說，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是全方位和全天候的。
趙立堅表示「真金不怕火煉」，中方奉勸那些千方百
計離間分化中俄的人，任何企圖破壞中俄關係的圖謀都
注定不會得逞。希望他們不要在零和博弈、集團政治對
抗的歧路上愈走愈遠，而是回歸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的正道上來，為維護世界和平、穩定與發展發揮建設性
作用。

●綜合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定於今日在日內瓦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
行峰會，拜登前日在北約峰會後的記者會上與普京隔空
交鋒，他形容普京是「強硬對手」，矢言在美俄峰會上
向普京定下清晰「紅線」，但在涉及共同利益的議題
上，兩國可以合作。當記者問及拜登早前稱普京為「劊
子手」的言論時，拜登一度停頓長達7秒，又迴避正面
回應問題。
拜登上台後承諾修補與北約盟友關係，前日現身時亦

佩戴北約標誌的襟章。拜登形容普京聰明及強硬，屬於
自己打美式足球時常說的「好對手」，他表示將在峰會
上向普京表明，若對方願意，美俄會有合作空間，不過
若普京選擇不合作，繼續過往在網絡安全等範疇上的行
為，「我們便會有相應回應」，將向對方定下「紅
線」。

被問「劊子手」論 停頓7秒
拜登曾稱普京為「劊子手」，普京早前接受媒體訪問

時，對此言論一笑置之，表示「是我最不在意的事
情」。記者前日在記者會再問拜登，是否仍然認為普京
是「劊子手」，拜登同樣先以笑聲回應，稱「我也笑起

來了」，不過其後卻顯得相當遲疑，說到「他過往曾表
明」後，一度停頓達7秒才繼續表示，「我相信他以往
實際承認自己會做、或已經做了某些事情」，拜登指自
己首次被問及這問題時已經誠實作答，不認為此問題會
對美俄峰會有任何影響。
拜登表示他與北約領袖會談時，各國領袖均支持他向

普京施壓，要求俄國停止針對西方的網絡攻擊、停止暴
力對待政治異見人士，亦不可再干預外國的選舉。俄羅
斯拘捕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的行動，引起不少西方國家
譴責，拜登在記者會上警告說，一旦納瓦爾尼死亡，便
再度反映俄羅斯無意遵守基本人權，將損害俄羅斯與美
國及全球其他國家的關係。

北約聯合公報譴責俄
北約峰會後的聯合公報同樣有不少部分談及俄羅斯，

包括譴責俄羅斯在北約成員國邊境舉行軍演、入侵領空
等軍事行為，以及透過干預大選、假資訊及惡意網絡活
動等行為，加強針對北約成員國，警告除非俄羅斯遵守
國際法、國際義務及責任，否則便絕不可能「一切如
常」。 ●綜合報道

拜登今晤普京「劊子手」變「好對手」

普京：中國是友好國家

不像美國把俄當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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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在訪問中普京在訪問中
反擊多項美國指反擊多項美國指
控控。。 美聯社美聯社

●● 普京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普京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
司司（（NBCNBC））專訪專訪。。 美聯社美聯社

●● 普京與拜登將在拉格蘭奇普京與拜登將在拉格蘭奇
別墅舉行會談別墅舉行會談。。 美聯社美聯社

●● 拜登與北約官拜登與北約官
員會面員會面。。 路透社路透社

●● 示威者打扮示威者打扮
成成 GG77 領袖領袖。。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