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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凱：拒“一中”和平解決無望

根據福建海事局12日對外發布的航行警

告，解放軍18日在台灣海峽進行實彈射擊軍事

演習。《環球時報》引述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

的專業人士指出，任何演習都是針對特定作戰

對象的演習，此次台海軍演一方面是檢驗解放

軍實戰化能力，檢驗訓法、戰法的效果，另一

方面是對“台獨”勢力敲山震虎。

據央視新聞報道，18日早上8時，解放軍

陸軍航空兵部隊開始在東南沿海舉行跨晝夜海

上實彈射擊演練。多架多型號武裝直升機搭載

多型號彈藥飛赴指定的海域。演練緊貼實戰，

實行多戰術多武器精確打擊。

低空越海突防自主規劃攻擊
這次演練緊貼實戰，全程在複雜電磁環境

下進行，飛行員駕駛武裝直升機，低空越海突

防，在特定海域自主規劃攻擊航線，自主偵查

搜索目標，使用導彈和火箭彈對海上浮動發標

和模擬艦船等多個目標實施攻擊。隨着夜幕降

臨，新一輪火力突擊隨即展開，由於夜間能見

度不足，觀察距離受限，飛行過程中，飛行員

利用夜視鏡逆光駕駛，依靠飛機儀表實施海上

突防，利用紅外、微光等多種夜間識別裝置，

完成目標搜索，實施火力打擊。

陸軍航空兵某旅副旅長楊保衛表示，這次

海上實彈演練，我們是按照真、難、嚴、實的

要求，在環境上突出夜間、海上和複雜電磁環

境，在戰法上突出連續攻擊，多彈種攻擊和協

同攻擊。

中評社18日報道，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就

中美關係議題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哈佛法

學院和哈佛亞洲中心的講座中發表演講，在答

問環節，記者問道，解放軍將於18日在台灣海

峽舉行實彈演練，這是北京傳遞什麼樣的信

息？您是否擔心白宮國安顧問博爾頓6月去台

灣訪問？

對此，崔天凱表示，這個演習並沒有在靠

近別的國家的地方舉行，也沒有到離中國很遠

的地方去舉行軍演。中國舉行的這種以防衛為

目的之例行軍演，對於任何主權國家都是自然

的事情。他強調，信息是清楚的：“中國堅決

捍衛領土主權完整，會繼續堅持防禦型的國防

政策。我們當然最終會統一，我們仍希望和平

統一，但如果有人試圖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

去，那我們將盡一切可能保存領土和主權完

整。”

2015年9月，解放軍亦曾在台灣海峽進行

實彈射擊軍事演習。兩岸輿論普遍認為，今次

軍演是大陸針對台灣行政機構負責人賴清德近

期“台獨”言論以及島內“台獨”組織推行

“台獨”分裂活動發出的警告。

維護核心利益絕不妥協
對於美台保持“非官方關係”，崔天凱

指出，中方已經明確表明了一貫立場，這是

美方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的承諾。有哈佛

學生問到大陸的對台政策和戰略，崔天凱回

應稱，台灣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這裏有

一條紅線，中方沒有妥協的餘地。崔天凱強

調，關鍵問題在於“一中原則”。如果人們

拒絕“一中原則”，基礎就沒了，那也就沒

有希望找出和平解決的方案。這是極其重要

的基礎。

解放軍台海實彈演習不姑息“台獨”

分裂國家注定失敗

44月月22日日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

賴清德頑固堅持“台獨”立

場，多次公然發表“台獨”

言論，狂妄挑戰兩岸關係現

狀，嚴重挑釁兩岸主流民

意，危害台海和平穩定，危

害兩岸同胞特別是台灣同胞

的根本利益，這是十分危險

的，也是自不量力的。馬曉

光強調，我們堅決反對“台

獨”分裂活動。一切分裂國

家的行徑和伎倆注定都是要

失敗的，終將受到人民的譴

責和歷史的懲罰。

中方強硬回應“台獨”言論

4月16日，國台辦主

任劉結一參加在河

南鄭州舉行的“兩

岸裝備論壇”開幕

式 後 ， 有 記 者 問

到，解放軍18日在

福建沿海舉行軍事

演 習 是 否 有 警 告

“台獨勢力”的意

味，劉結一明確表

示，“我們舉行軍

演，是為了捍衛我

們祖國主權和領土

完 整 的 一 次 行

動。”

以行動捍衛主權

44月月1616日日

挫敗任何形式“台獨”

44月月1313日日

有記者提問稱，兩岸輿

論普遍認為，解放軍18

日軍演是大陸針對台灣

行政機構負責人賴清德

近期“台獨”言論以及

島內“台獨”組織推行

“台獨”分裂活動發出

的警告，國台辦發言人

馬曉光回應稱，“我願

再次強調，我們有堅定

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

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

形式的‘台獨’分裂圖

謀和行徑，捍衛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

“台獨”不可能得逞

44月月1111日日

4月11日，國台辦舉行例

行發布會，國台辦發言人

馬曉光回應傳媒提問時表

示，賴清德以台灣行政機

構負責人的身份一再公然

發表“台獨”言論，狂妄

挑戰兩岸關係現狀，嚴重

挑釁兩岸主流民意，危害

台海和平穩定，危害兩岸

同胞特別是台灣同胞的根

本利益，性質非常嚴重，

影響極其惡劣。他的“台

獨”言論以及任何對這種

言論的支持和縱容，都是

十分危險的。

中國統一無人能阻

44月月44日日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4

月4日接受中國國際電

視 台 （CGTN） 專

訪，明確表示對1979

年通過的“與台灣關

係法”及特朗普簽署

的“台灣旅行法”的

反對，重申一個中國

原則。崔天凱還表

示，可以肯定的是，

“沒有人能阻止中國

統一。我們尋求和平

統一，如果這種方式

不行，我們就用別的

方式”。 資料來源：央視網、環球網

台海軍演
大公報記者 葛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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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環球網報道：解放軍18日

在台灣海峽進行實彈演練，目標直指“台獨”

分裂勢力。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專業人士17

日向《環球時報》表示，任何演習都是針對特

定作戰對象的演習，此次台海軍演一方面是檢

驗解放軍實戰化能力，檢驗訓法、戰法的效

果；另一方面是對“台獨”勢力敲山震虎。

這位人士表示，東部戰區陸軍具備了中遠

程火力打擊能力，射程在二三百公里，而台灣

在大陸一側的島嶼均在火力射擊範圍之內，一

旦採取行動，陸軍部隊對這些島嶼的收復完全

沒有問題。此外，這位人士也認為，台灣方面

不要自以為是地認為掌握了情況，兵力的運用

並不會集中在台灣海峽之內，海空軍以及火箭

軍可以從多維度進行打擊，沒有前方、後方的

區分。

“台北論壇基金會”主任華志豪17日撰文

稱，數據顯示，解放軍東部戰區陸軍轄有3個

集團軍，只有73集團軍位於台灣對面，司令部

設在福建廈門。比演習更應讓人關注的是該軍

軍長胡中強少將。他過去長期服務於成都軍

區，擅長山地、叢林作戰，“以他的專長來

看，其意涵不言而喻”。

海空軍火箭軍多維度打擊

大公報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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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演範圍面積軍演範圍面積：：
156156..66平方公里平方公里

18
公里

8.7公里

金門金門

解放軍18日在台灣海峽進行實彈射擊軍事演習，內地媒體根據公布的經緯

度製作的演習地點地圖顯示，演習海域位於福建泉州的東南方向，距離金門約

65公里。對於此次演習對外傳遞出的信息，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17日在答問

時說：“中國堅決捍衛領土主權完整，會繼續堅持防禦型的國防政策。我們當

然最終會統一，我們仍希望和平統一，但如果有人試圖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

去，那我們將盡一切可能保存領土和主權完整。”崔天凱強調，台灣問題事關

中國核心利益，“一中原則”是和平解決方案的基礎，中方沒有妥協餘地。

◀解放軍18日在台灣海峽進行實彈演習。圖
為中俄“海上聯合─2014”軍事演習實兵演
練期間，中國海軍導彈驅逐艦哈爾濱艦主炮
對海上目標射擊 資料圖片

台商怒斥“獨派”逼大陸武統
【大公報訊】綜合記者賀鵬飛及海外網

報道，解放軍18日在台灣海峽水域進行實彈

射擊軍事演習。對此，台商認為這是大陸對

島內“行政院長”賴清德“台獨”言論的嚴

重警告，並擔憂“台獨”勢力發展下去將危

及兩岸和平，逼迫大陸方面採取武力方式收

復台灣。台灣軍事專家指出，“418軍演”

只是小菜，大陸軍艦日後可能貼近台海四周

“巡航過境”，他指出，大陸現在對台戰略

戰術都很靈活，祭出的軍事、法律、心理及

輿論戰四大組合拳“拳拳到位”。

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謝智通指出，

“我們認為這是對賴清德‘台獨工作者’言

論的一個比較強烈的反應”，雖然民進黨當

局為安撫民心，故意淡化這次解放軍實彈演

習的影響，將其說成是例行性演習，但實際

上並非如此。

他認為，賴清德的言論比當年李登輝

和陳水扁當政時期的“台獨”言論更直接、

更露骨，不僅違反歷史潮流和兩岸原有的

共識，而且明目張膽地踩到了大陸的紅

線。特別是以賴清德如今以“行政院長”的

身份說出這樣一番話，並且多次重複，這

顯然代表了台當局的立場，等於是逼大陸

方面採取比較激烈的手段，包括武力方式

實現兩岸統一。

賴清德播“獨”毀兩岸和平
謝智通強調，武力統一對於兩岸來說都

不是好事情，作為兩岸和平最為受益的群體

之一，台商顯然不希望發生戰爭。他說，

“我們台商能做的雖然很有限，但是我們在

不同的場合都表達了我們的意願，希望用和

平的方式實現兩岸統一，這是最好的一種方

式。”台商很早就來到大陸經營，已經融入

當地社會，非常了解兩岸交流的重要性，也

更加珍惜兩岸和平，因此當然反對像賴清德

這種明目張膽的“台獨”言論。

不過，謝智通也指出，儘管當前兩岸關

係趨於緊張，但是並未對台商在大陸的經營

和兩岸經貿往來造成衝擊。他說，大陸把政

治和經貿分開，大陸各地最近陸續落實“31

條惠台措施”，盡最大的努力讓台商感覺在

大陸經營沒有風險、沒有問題。

“其實‘31條’是ECFA要做的事情，本

來經過兩岸談判後要實施的，現在是大陸單方

面做了。”謝智通強調，大陸方面表達的意思

很明確，就是讓台商覺得受到尊重和保護，讓

台商安心經營，不受兩岸局勢的影響。

據海外網報道，早前有輿論直指，解

放軍此次台海軍演亮劍，將震懾“台獨”、

反制美國。“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競表

示，“418軍演”只是小菜，大陸軍艦日後

可能貼近台海四周“巡航過境”，台灣最後

或進退兩難不知如何因應。張競聲稱，“解

放軍南海操演後，艦艇可能緊貼東部蘭嶼與

綠島周邊，甚至穿越兩島中間航路北返駐

地；或緊鄰澎湖外圍，穿越澎湖水道，各種

震撼謀略不是沒可能發生。”

張競感嘆，大陸現在對台戰略戰術都很

靈活，反觀綠營執政應對“418軍演”，只

表明提升岸置導彈部隊，十分外行，“要提

升戰備應是三軍一起，怎會只有單個部隊提

升，作秀意味濃厚”。

軍演或是台海危機前兆
另據中評社報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

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

教授劉國深對中評社表示，最近來自美國和

台灣內部的某些力量不負責任的言行確實帶

來兩岸關係新的動盪，中國大陸一方不能無

視這一變化，採取迫近軍演相應的行動也是

合理的選項。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副

院長李振廣表示，解放軍18日在台灣海峽舉

行的實彈射擊軍事演習，與美國近期在台灣

問題上的動作直接相關，也與賴清德近期的

“台獨”言論有關。如果“台獨”勢力還不

收手，這次軍演極有可能成為另一次台海危

機的前兆。
▲陸軍航空兵某旅副旅長在軍演現場接受
採訪 央視網

特寫

16小時晝夜軍演 海邊炮聲隆隆
18日晚上八時許，記者聯繫上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縣海邊的村民莊

先生時，他告訴記者：“現在還有

炮聲，還在打炮，晚上聽得更加大

聲。”

夜晚，炮彈射出的光芒，在夜空留下長長

彈道，隨即就傳來了“砰、砰”的響聲。因為

莊先生的家就在海邊，每當炮彈聲響起，他就

感覺到家裏地面有震動。

當天早上8點，“418演習”正式啟動。台

灣海峽北端入口處靠近泉州一側，炮聲隆隆，

有不少當地村民甚至在海岸邊礁石上遠遠圍觀

演習。記者看到，白天海邊沙灘空無一人，遠

處有船隻，炮聲隆隆響起的時候濺起了水浪，

但看不清炮彈從哪個方向打來。

在岸上的崇武古城及距此不到兩公里的清

沙灣，原本這個時節遊人不少。但離演習區域

最近的海域景點都掛着“軍事演習，沙灘關

閉，禁止入內”的紅色警示牌，景區全部封

閉，人員不得下到沙灘。而周邊道路，當地的

相關部門設置了路障，也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封

閉。

休漁季將至，這段時間原本是當地船老大

“大幹一票”的時候。但海面早就禁止船駛

入，漁船在早前也都撤回了港灣。

據福建海事局日前發布的禁航警告，泉州

對開的台灣海峽由當天上午8時至翌日凌晨零

時，因部分水域範圍內進行實彈射擊軍事演

習，禁止船隻駛入，意味着整個實彈軍事將持

續16個小時。 （記者 蔣煌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