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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助卿出席AIT落成 中方：嚴正交涉
台民眾批美危害兩岸和平 學者斥當局挾洋自重
歷時9年、耗資2.55億美元打造的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內湖新館12日舉行落成典禮，華府
派出助理國務卿羅伊斯參加揭牌儀式，但當天一早就有10多個不同立場的社運團體來到AIT新館前抗
議，批評美國危害兩岸和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12日表示，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美方以任
何藉口派官員赴台活動，都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干涉中國內政，給中美
關係造成消極影響。
綜合新華社、中通社及大公報記者何德花報道
針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舉
行新址落成儀式，耿爽12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中方對有關報道表示嚴
重關切，並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耿爽說，美方以任何藉口派官員
赴台活動，都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干涉中國
內政，給中美關係造成消極影響，
“我們敦促美方恪守在台灣問題上向
中方所作承諾，糾正錯誤做法，以免
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

美官員層級低於預期
由於近期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緊
繃，美國曾揚言要突破過去層級、派
遣高層代表赴台出席AIT新館落成。不
過，美國最終比預期低調，只派出助
理國務卿羅伊斯出席AIT新館落成啟用
儀式。有分析認為，美國還是有所忌
憚的。而且12日剛好是“特（朗普）
金（正恩）會”的日子，世界的目光
都集中在新加坡。而特朗普一方面要
顧及中美關係；另方面要會見金正
恩、要處理與其他西方國家的貿易
戰、要應付國內政敵的攻擊，等等，
到處是火頭，顯然是顧不上台灣了。
12日上午，在AIT內湖新館舉行落
成典禮的現場，警方一早部署近400警
力在現場維安。包括左翼聯盟、中華

統一促進黨、“拔菜聯盟”等10多個
團體，一早來到AIT周邊陳情抗議。
中華統一促進黨（統促黨）在AIT
新館前豎起五星紅旗、拉起“美國是
世界上最大的亂源”等標語。統促黨
總裁張安樂表示，兩岸要和平統一，
台灣才能幸福，才能避免戰爭，兩岸
和平統一是台灣幸福保證。
左翼聯盟透過新聞稿指出，美國
今年先後通過了“台灣旅行法”、
“國防授權法”，其條文內容已讓台
灣接近於被美國託管的狀態；如今AIT
即將搬遷擴編，等於為台灣埋下戰爭
的火線，使既有的和平狀態遭受嚴重
威脅。他們也堅決反對蔡英文當局與
美國合謀的窮兵黷武，反對在民生艱
困、百業蕭條的情況下，還不斷擴編
預算，向美國大量採買軍火。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張文
生向大公報記者表示，AIT屬於民間機
構，但美國實際上又將其視為對台
“外交”機構，並在美國國務院領導
之下。中國大陸自始至終都反對這一
做法。張文生認為，“台獨”分子一直
希望抱住美國“大腿”，妄想美國能
為“台獨”打仗，企圖把美國“拖下
水”。“獨派”甚至鼓吹將太平島
“租借”給美軍、把高雄港供美軍使
用。但無論美國在台協會新館面積多

大、功能多健全，都保護不了“台
獨”勢力。民進黨當局繼續“挾洋自
重”、執迷不悟，只會將台灣推向更
危險的境地，損害台灣及島內民眾福
祉。

炒作“新館”一廂情願
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理事長龐建
國表示，AIT新館落成，華府只來了一
位副司長級官員，與台當局的期待有
落差。所以，有關“特朗普政府會力
挺蔡英文而不惜和大陸翻臉”的一廂
情願想法應該要夢醒了。他說，12日
全世界的關注焦點是新加坡舉行的
“特金會”，AIT新館的啟用，恐怕只
有蔡政府會把它當成大事看待，在世
界舞台上是不會有什麼關注度的。

▲台民間團體12日在美國在台協會台北新館前示威抗議，批評華府破壞兩岸和平

AIT台北辦事處成“示威勝地”
【大公報訊】美國在台協會是
1979年美國因應中美正式建交後，在
台灣派駐的非官方機構，專責台美關係
發展以及台灣民眾入境美國的證照簽發
工作等。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由於原設在台北商業
區信義路的AIT辦公地點老舊狹窄，於是AIT開始籌
劃興建新館，選址內湖區。如今歷經超逾20年，也
經歷了台灣4任領導人包括李登輝（選址）、陳水扁
（定案）、馬英九（興建），到蔡英文（啟用），
AIT內湖新館終於完成興建，並於12日舉行落成啟用
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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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AIT新館興建時大多數建材如鋼筋、水
泥、玻璃等都由美國運來台灣，包商、監工也由美
國自己選擇，維安守衛森嚴，四周都是裝有流刺網
的防爆圍牆，辦公室內採堡壘式布局，不但能抵抗
火箭和導彈攻擊，還具備直升機起降場，館內許多
房間，可作為戰爭時撤僑的臨時居所。
AIT 新館還沒啟用，12日落成典禮當天就已有
台灣民眾在門外抗議。其實AIT在台灣40年，大小
陳抗不斷，從告洋狀、反美、反戰、反美牛、反美
豬到新館的美國主包商積欠工程款，多到不勝枚
舉。

“世紀對話”引熱切期待專家：良好進程已開啟
新
▼加坡一間酒店外牆上，
中、美、星、朝國旗並排
展現
法新社

中朝邊民冀迎來和平促貿易
“根本不敢相信的事情，今天真的發生了，那就是特金會。”12日，美
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順利舉行峰會，引發中朝邊
民熱切關注。美朝領導人握手的圖片和視頻第一時間刷爆了邊民的“朋友
圈”，人們亦對此次峰會的成果感到期待。在位於中朝邊界的遼寧丹東，不
少居民表示希望峰會能帶來和平並促進邊界貿易。吉林學者則表示，此番美
朝元首歷史性會面雖然不會一次性解決半島問題，但已開啟了良好進程。

延吉居民李昌鎬與朝鮮族朋友很早就來
到了茶館等待特金會電視報道，不過他們第
一時間看到特朗普和金正恩握手的影像，還
是通過微博。那一刻，他們相互擊掌，綻開
笑容。“等待過程還是挺緊張的。”李昌鎬
告訴記者，關注美朝峰會的原因是心繫朝鮮
親人：“希望藉此機會，美朝關係逐步緩
和，他們的生活能慢慢好起來。”

“半島和平之路必須走下去”

▲ 日，遼寧丹東，一輛朝鮮牌
照卡車等待通過 中朝友誼橋
路透社

“特朗普稱：美朝關係和半島局勢將發
生很大的變化，他還邀請金正恩訪問白宮。
金正恩稱：將過去拋開，世界將見證巨大變
化 ……” 隨 着 特 金 會 細 節 及 成 果 不 斷 披
露，人們對此次峰會可能帶來的機會愈感
期待。
據路透社報道，在丹東經營商店販售日
本產品的鄭哲凡表示：“每當我們出門和其
他人聊天，基本上每個人都在關注這件事，
因為峰會對我們的生意將有直接影響。”
而在丹東經營服飾公司的江曉紅更指：
“如果金正恩和特朗普的峰會成功，這對
丹東來說會非常好，因為我們仰賴邊界貿
易。”
丹東居民亦表示，希望峰會能夠帶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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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冶長春報道
域穩定。69歲退休人士吳先生指出：“朝鮮
半島的和平之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
必須繼續走下去，因為中國已經明示，朝鮮
半島不能再有戰爭。”
特朗普與金正恩會面當日共同簽署了聯
合聲明，就朝鮮完全無核化、保障半島和平
機制、推進美朝關係正常化、朝鮮歸還陣亡
美軍遺骸等四個項目達成協議。延邊大學東
北亞研究院專家指出，今次特金會具重要歷
史意義，美朝雙方領導人通過會晤建立起信
心和信任也至關重要。畢竟經過半個多世紀
的隔閡，雙方都需要“補課”，而且目前來
看，雙方都為對話做了非常大的努力。雖然
未來還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但重要的是開
啟一個良好的進程，這也是國際社會所期待
的。

化解朝核僵局需更長時間
專家坦言，完全化解半島僵局還需更長
時間，“不能奢望一次首腦會議就能破解根
深蒂固的敵對關係和朝核問題，且朝核僵局
的破解不能只寄望於美朝對話。”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副教授、經濟
學博士、民盟吉林省委常委經濟委主任丁肇
勇表示，考慮到聯合國的議事規則，尤其是
特朗普的行事風格，即便雙方會晤達成重大
和解，美國也未必很快廢止相應法案，聯合
國也難在短期內解除對朝制裁，這一點各方
都很清楚。而朝鮮若重新開啟改革大門，預
計其仍會延續循序漸進式的改革策略。
“目前，朝鮮在經濟建設和對外交流方
面呈現出日益活躍的跡象。此前越有良好基
礎的片區，越有可能受益於中朝未來更進一
步的貿易合作和民間往來。”丁肇勇同時指
出，對朝鮮可能的開放政策的效果，應至少
有五年以上的評估期。

半島和平與中國努力密不可分
嚴格履行國際義務
•中國一直全面、嚴格執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的各項涉朝決議，堅決維護國際核不擴散體
系，堅持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目標。

“雙軌並進”公正可行
•中國提出“雙暫停”倡議，為南北改善關係
營造了最基本的條件。“雙軌並進”思路既
堅持半島無核化目標，又積極構建半島和平
機制，照顧各方利益關切。

堅守和平穩定底線
•近年來，朝鮮半島多次面臨局勢即將失控的
緊要關頭。中國多次重申不允許半島生亂生
戰，堅守以和平方式解決半島問題的底線，
有效遏制了軍事冒險行為，保衛了半島和平
和地區國家的共同利益。

力推半島對話談判
•中國堅信，制裁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僅靠制
裁不可能實現半島無核化，應及時把制裁產
生的壓力轉化為談判動力。今年年初以來，
中國多次力挺朝韓接觸，並推動美朝開展對
話。

加強大國戰略協作
•中俄已多次就朝鮮半島問題進行戰略協作。
此前中國提議聯合國安理會就朝鮮半島問題
發表主席新聞談話，並同俄羅斯一道在安理
會散發了主席新聞談話的草案。草案得到安
理會絕大多數成員支持。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7 日 ， 在遼寧省丹東市
在遼寧省丹東市，
， 身穿朝鮮
族傳統服裝的中國遊客在中朝界江鴨
綠江畔留影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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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東北亞需要和平也需要繁榮
【大公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察哈爾學會常務副秘書長、國際問題專
家周虎城對大公報表示，特金會的成功
舉辦，離不開習近平主席的高瞻遠矚和
積極推動，這種推動甚至可以用“決定
性”來形容：“沒有中國對聯合國2397
號決議的嚴格執行，朝鮮未必會這麼快
走上談判桌。”他並指，“同樣的，下
一步若沒有中國對朝鮮無核化的持續推
動，沒有中國對東北亞繁榮穩定的付出
和貢獻，半島和平就缺乏根基。”
周虎城指出，為了半島和平，中國
可謂奉獻了一切可以奉獻的力量，要想
徹底解決半島無核化問題，中國作用不
可或缺。他強調，解決半島問題，過去
需要中國，現在需要中國，未來也必然
需要中國。“中朝兩國關係是一種歷史
形成的特殊關係，推動朝鮮經濟發展與
社會穩定，包括中國援助、中國市場、
中國投資等在內的中國因素至關重
要。”
他並指出，“以美國總統特朗普目
前的政策導向來看，指望美國來幫助朝

鮮走出經濟落後的泥潭，是很難想像
的”，美國更多的是發揮政策作用，最
終的落地還得依靠中國和韓國的協同努
力。

中韓可攜手助朝重建
此外，他強調，經歷薩德陰影之後
的韓國社會已經認識到，與中國交往的
底線是什麼。中國與韓國不僅可以在朝
鮮經濟建設上攜手合作，也能夠在經
貿、科技等方面加強合作。“東北亞不
僅需要和平，也需要繁榮。中朝韓三國
一旦在發展問題上達成共識，有機互
動，半島和平才可言穩定而持續。”
周虎城指，朝鮮開始融入國際主流
社會，必將對東北亞政治格局產生一系
列影響。“金正恩委員長將開啟新的外
交征程，先是政治破冰，後是經濟交
流。”他表示，“相信在中國的支持，
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框架下，朝
鮮可以有效發揮勞動力、文創等方面優
勢，實現經濟大發展，為朝鮮國民造福
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