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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回应美日印澳领导人会晤

搞针对他国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
新华社华盛顿9月25日电（记者 刘品然）美国、日本、

印度、澳大利亚四国领导人24日在华盛顿举行会晤。
美国总统拜登24日下午在白宫与到访的日本首相菅义

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四国机制”首
次领导人线下会议。
据白宫公布的会晤合作清单，四国表示将在疫情应对、

卫生安全、基础设施、气候变化、人文教育、关键和新兴技术、
网络安全和太空等领域展开合作。
尽管四国领导人在公开发言以及声明中均避免直

接点名中国，美方官员也称“四国机制”是聚焦实际合作
且不针对单一国家的“非正式机制”，但舆论和分析人士
普遍认为，其目标显然是针对中国在地区内不断提升的
影响力。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此次

“四国机制”会晤时指出，中方一贯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机制
都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搞封闭、排他、针对
他国的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
不得人心，注定不会得逞。

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出炉

华为连续6年位居榜首昨晚，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的包机从加拿大温哥华返回
祖国，在飞机上，她更新了朋友圈。她说，“感谢亲爱的祖国，
感谢党和政府，正是那一抹绚丽的中国红，燃起我心中的信
念之火，照亮我人生的至暗时刻，引领我回家的漫长路途”。

全文如下：
月是故乡明，心安是归途

舷窗外一片漆黑，机翼上的航行灯闪烁不停，在寂静的

夜空中，这些许的微光显得格外温暖。此刻，我正飞越北极

上空，向着家的方向前行，马上就要投入伟大祖国母亲的怀

抱，阔别三年的祖国已在天涯咫尺。近乡情更怯，不觉间泪

水已模糊了双眼。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祖国正在走向繁荣昌

盛，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我今天的自由。往事一幕幕闪

过，恍若隔世，却又历历在目。过去的1028天，左右踟躇，

千头万绪难抉择；过去的1028天，日夜徘徊，纵有万语难言

说；过去的1028天，山重水复，不知归途在何处。“没有在深

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一次次坠入深渊，又一次次闯

入暗夜，曾让我辗转难眠，更让我刻骨铭心。泪水抱怨化解不

了愁苦，伤春悲秋翻越不过泥泞，与其困顿挣扎，不如心向阳

光，冲出阴霾。有些风浪，难免艰险，唯有直面才能扬帆远航；

有些抵达，难免迂回，历尽波折终会停泊靠岸。无数次奔跑，

无数次跌倒，唯有此次让我倍感坚强；无数次出发，无数次归

家，唯有此次让我热泪盈眶。万家灯火总有一盏给我温暖，浩

瀚星河总有一予我希望，感动于心，感激于情。

我们祈祷和平，幸运的是，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

崇尚伟大，可贵的是，我们生在一个伟大的国家。成长在改革

开放时期的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和

中国人民是如此伟大，全体同胞数十年如一日地艰苦奋斗，让

我们的祖国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迈向共同富裕，为世界的和平

与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感谢亲爱的祖国，感谢党和政府，正

是那一抹绚丽的中国红，燃起我心中的信念之火，照亮我人生

的至暗时刻，引领我回家的漫长路途。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与我一起经历风雨，见证岁月，安放

我所有的喜乐苦悲。是你们的遥遥相伴，陪我越过层层山丘；

是你们的默默守护，带我跨出丛丛荆棘。感谢亲爱的伙伴们，

有一种浪漫叫并肩作战，有一种纯粹叫全力以赴，有一种果敢

叫奋不顾身，回首此间，满是静水流深的情义和雷霆万钧的担

当。感谢亲爱的同事们，虽然分别已久，你们的真挚鼓励和持

续坚守，让我们始终风雨同舟，艰难征程波澜壮阔，赤诚初心

历久弥坚。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你和你们，就算素未谋面，你们

的浓浓情意、切切问候和深深祝福，如一道彩虹，斑斓了坎坷

路途上的一隅天空。

午夜梦回，最是心底那一轮明月，那一江春水，那一缕

乡愁，亦是我滞留他乡三年每分每秒的心灵归宿。秋风掠

过，登机前，温哥华已需寒衣加身。此时，祖国的秋日正是

天朗气清、暖阳和煦，期待一年好景致，再赏橙黄橘绿时。

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回家的路，虽曲折起伏，却是世间

最暖的归途。 据9月25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9月25日，中国公民孟晚舟乘坐

中国政府包机返回祖国。这是党中央

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中国政府不懈努

力的结果，是全中国人民鼎力支持的

结果，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

事实早已证明，孟晚舟事件是一

起针对中国公民、旨在打压中国高技

术企业的政治迫害事件。2018年12

月1日，在美国一手策划下，华为公

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

时，在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情

况下被加方无理拘押。美方对孟晚

舟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尽管

美加一再滥用其双边引渡条约，以法

律为借口为其迫害中国公民的行径

辩护、开脱，但国际社会都清楚，美加

所讲的法律不过是服务于美国巧取

豪夺、打压异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毫

无公正性、正当性可言。

在孟晚舟事件上，中国政府的立

场是一贯的、明确的。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维护本国公

民和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在获悉孟

晚舟被无理拘押相关情况后，中国政

府第一时间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严正

立场，并第一时间向孟晚舟提供领事

协助。此后，中国政府一直强烈敦促

加方释放孟晚舟，切实保障其正当合

法权益。亿万中国人民发出了响亮

的正义呼声。孟晚舟平安回到祖国

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14亿多中国

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是

中国公民最坚强的后盾。

孟晚舟事件充分表明，中国不惹

事，但也不怕事。中国绝不接受任何

形式的政治胁迫和滥用司法行为，绝

不允许中国公民成为别国政治迫害的

牺牲品。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

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

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

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

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

压迫、奴役我们。任何人、任何势力妄

想这样干，中国人民都绝不会答应。

孟晚舟事件的实质，是美国试图

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中国

所作的努力，维护的不仅是一位公民

的权利、一家企业的权益，更是在维

护中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权

利。透过孟晚舟事件，中国人民更加清晰地看到，面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

路，百折不挠办好自己的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把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我们深知，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

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坚信，始终站

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不畏风

浪、直面挑战，风雨无阻向前进，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

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

国前进的步伐！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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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纽约9月24日电 孟晚舟代理律师威廉·泰勒
三世24日发表声明说：“我很高兴孟晚舟女士与美国司法部
达成了暂缓起诉协议，且该协议已获得纽约东区法院法官安·
唐纳利的批准。根据该协议条款，她不会被美国进一步起诉，
加拿大的引渡程序将会终止。孟女士没有认罪，我们十分期
待14个月后对她的指控将被完全撤销。现在，她即将重获自
由，回家与家人团聚。”

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处代理助理检察长马克·莱斯科当日
发表声明表示，达成这一协议将让在加拿大的引渡程序结束。

孟晚舟律师：

孟女士没认罪，期待指控完全撤销

外交部

这是一起政治迫害事件

据新华社长沙9月25日电（记者 席敏 阮周围）全
国工商联25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发布2021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榜单。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京东集团、恒力集
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强。

其中，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8913.68亿元的营
业收入规模，连续6年位居民营企业500强榜首、制造
业民营企业500强榜首。

据新华社深圳9月25日电 9月25日晚，在党和人民
亲切关怀和坚定支持下，孟晚舟在结束被加拿大方面近3
年的非法拘押后，乘坐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
场，顺利回到祖国。

这是中国的一次重大国家行动。这是中国人民取得
的一个重大胜利。

21时50分许，飞机稳稳降落，机场灯火通明，机身上的
五星红旗格外醒目。舱门打开，着一袭红裙的孟晚舟向等
候在这里的欢迎人群挥手致意，现场爆发热烈欢呼。
“经过1000多天的煎熬，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异国

他乡的漫长等待，充满了挣扎和煎熬，但当我走下舷梯，双脚
落地的那一刻，家乡的温度让我心潮澎湃，难以言表。”由于疫

情原因，现场没有握手，没有拥抱，人们却从孟晚舟微微颤抖、略
带哽咽的声音里听出最深沉的情感，“祖国，我回来了！”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遭遇这样的困境，滞留异国

他乡3年，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党、祖国还有人民的关爱和温
暖。”孟晚舟说。
“习主席关心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危，同样也把我

的事情挂在心上，让我深受感动。”她说，“我也感谢在这个过
程中所有相关部门对我的鼎力支持，他们坚定地维护了中国
企业和中国公民的正当权益。”

孟晚舟数次向欢迎人群深深鞠躬。欢迎人群多次对她
的深情致辞报以欢呼和掌声。

深圳人民也为迎接孟晚舟回家显示出巨大热情。25日

晚，深圳市内多处地标建筑楼身打出“欢迎孟晚舟回家”的巨
幅标语；在龙岗，300架无人机组成的机队在空中飞出“月是
故乡明”“轻舟虽晚 终回家国”等字样。

2018 年 12 月 1 日，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
拿大温哥华过境转机时遭加方无端拘押，前后长达 1028
天。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和坚决
斗争，美国司法部日前与孟晚舟签署延缓起诉协议，美
方向加拿大撤回引渡申请。当地时间 9月 24日，孟晚舟
在不认罪、不支付罚金的情况下离开加拿大，踏上返回
祖国的征程。
“回首3年，我更加明白，个人命运、企业命运和国家的命

运是十指相连，祖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孟晚舟的声音坚
定有力，“我想说，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
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夜空下，孟晚舟和欢迎人群一同高唱《歌唱祖国》，很多人
流下热泪。

在机场等候的有100多人，除了孟晚舟的家人外，还有外
交部、广东省、深圳市有关领导同志和华为公司有关负责人。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与孟晚舟同机抵达。

孟晚舟将按照防疫规定，前往指定酒店接受隔离。

孟晚舟在返回祖国的飞机上更新了朋友圈

月是故乡明，心安是归途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经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当地
时间9月24日，孟晚舟女士已经乘坐中国政府包机离开加
拿大，即将回到祖国，并与家人团聚。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5日应询表示：中方在孟晚舟事
件上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事实早已充分证明，这是一起
针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企
业。对孟晚舟女士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就连被美
方指为“受害者”的汇丰银行也出具了足以证明孟女士清白
的文件。美国、加拿大所作所为是典型的任意拘押。

孟晚舟：如果信念有颜色，

那一定是中国红！

晚舟归航 家国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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