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美方侵犯中国主权挑衅行为 王毅强调

绝不会容许危害中国核心利益

3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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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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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

王毅坚决驳斥七国集团涉台声明

包庇侵权方 指责维权者 岂非咄咄怪事！

新华社金边8月4日电 当地时间2022年8月4日，国务
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金边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就
美方侵犯中国主权的挑衅行为进一步阐述中方立场。

王毅表示，美方践踏国际法，违背双边承诺，破坏台
海和平，支持分裂主义，鼓吹阵营对抗，是对中国人民与
爱好和平的地区各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必然带来恶劣
影响的一场政治赌博。

王毅说，佩洛西的表演，是美国政治、美国外交和美
国信誉的再一次破产，证明美国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坏
者，是地区稳定的最大麻烦制造者，证明美国的“印太战
略”极其具有对抗性和危害性，证明美国对国际规则的
虚伪与双标。如果中方不对美方这种狂躁、不负责任、
极不理性的行径予以坚决抵制，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国际关系原则将成为一纸空文，各种分裂分子和极端势

力将会变本加厉，本地区得来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将受到
严重损害。

王毅强调，这次事件是美方一手策划和挑起的，前因后
果一清二楚，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为避免这场强加于中国
的危机，中方做出了最大程度的外交努力，但同时我们绝不
会容许危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复兴进程，绝不会坐视
美国打“台湾牌”服务国内政治和政客的私欲，绝不会姑息
在本地区制造紧张、挑动对抗和策动分裂。中方当前和今
后采取的综合措施，是必要、及时的防守反制，经过慎重考
虑和认真评估，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符合国际法和国
内法，是对挑衅者的警示，也是对地区稳定和台海和平的维
护。各方应认清当前危机的肇因和实质，共同反对美方的
冒险与挑衅，继续支持中方的正当立场与举措，共同维护地
区和台海和平。

新华社金边8月4日电 当地时间2022年8月4日，国
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金边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
对七国集团外长发表涉台声明予以坚决驳斥。

王毅表示，台海紧张局势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是非曲
直一目了然。挑起事端的是美国，制造危机的是美国，不断
升级紧张局势的仍是美国。美方的公然挑衅造成了恶劣先
例，如果不予以纠正、不加以反制，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还要不
要？国际法还要不要维护？地区和平应如何保障？

王毅强调，七国集团外长的声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无端指责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合理合法举措，它们
何来这样的权利？谁给它们这样的资格？包庇侵权方，指
责维权者，岂非咄咄怪事！

王毅说，七国集团的错误行径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
慨。中国和各国的主权和独立是人民浴血奋战赢来的，绝
不容许再被无端侵害。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19世纪的中
国，历史不应重演，也绝不会重演！

王毅表示，国际社会理应明确反对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
则的行径，抵制一切对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地区国
家更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强权霸道在本地区横行。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维护好各自的安全，真正维护好地区的和平稳定。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8月4日表
示，萧美琴频繁散布谋“独”言论，卖力策动美方政界人士赴
台，大肆推动向美军购，鼓动炮制涉台消极法案，近期极力推
动佩洛西窜台，公然挑衅一个中国原则，严重破坏两岸关系，
进一步加剧台海局势紧张动荡。萧为了谋取政治私利，不惜
充当外部反华势力棋子，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把台湾同胞
推向危险深渊。任何出卖民族利益、搞“台独”分裂的人，绝没
有好下场，必将遭到历史清算。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4日在答记
者问时表示，关于佩洛西窜访台湾，事实十分清楚，性质十分严
重。它不是对什么“民主自由”的捍卫和维护，而是对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挑衅和侵犯。台湾问题不是什么“地区”问题，而
是中国的内政。我们采取必要措施反制是维护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应有之义、正当之举。我们对“台独”顽固分子和外部干涉
势力的惩戒，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依据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采取的措施，合情合法合理。

有记者问：8月3日，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发表声明称，中方对佩洛西窜台的反应会升高紧
张，造成地区不稳。美国官员此前也妄称，中方的反应不应导
致危机。对此有何评论？马晓光作上述回应。

他表示，我们敦促有关组织和个人，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
白，停止为“台独”势力和任何干涉他国内政的人辩解，用实际
行动恪守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严肃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任何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衅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4日在答
记者问时介绍，8月3日，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长期从事“台独”
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杨智渊实施刑事拘
传审查。这是国家有关部门以涉嫌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
罪依法追究岛内“台独”分子刑事责任的首例案件。目前该案
正在办理中，办案部门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各项合法权利。

有记者问：对“台独”分子杨智渊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审
查，民进党当局表达所谓“抗议”，呼吁台湾民众谨慎前往大
陆，对此有何评论？马晓光作上述回应。

马晓光指出，依法惩治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目的是坚
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图谋行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增进
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我们一如既往热忱欢迎和支持广大台湾
同胞来祖国大陆发展，一如既往有效增进和保障台湾同胞各
项合法权益。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抗议”，既挽救不了“台独”
分子被依法惩处的命运，也阻挠不了两岸同胞交流合作、走亲
走近的大势。

据新华社联合国8月3日电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
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日
申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在联合国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报告
发布会上被记者问及佩洛西窜访台湾一事时，古特雷斯
说：“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我们遵守联合国大会决议，
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所有的行动都以此为依据。”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8月2日，美众议院议长佩洛
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此举与美方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背道而驰，是对中方严重的政治挑衅，是对中美两国两军
关系的严重破坏，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巨大冲击和威
胁。中方对此强烈愤慨、强烈反对。中国军队说话是算
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
多军兵种联合对海突击、对陆打击、制空作战等多科目针
对性演练，组织精导武器实弹射击，就是针对美台勾连的
严正震慑。

我们正告美方和民进党当局，“以台制华”注定徒劳，
“挟洋自重”没有出路。美台勾连挑衅只会将台湾推向灾
难深渊，只会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坚决维护中
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14亿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中国
实现完全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民意不可违，玩火
必自焚。我们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为任
何形式的“台独”行径和外部干涉留下任何空间。

针对佩洛西窜台 联合国秘书长申明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8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正交涉和

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严

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

错误信号。中国各民主党派对此坚决反对，表示强烈愤慨

和严厉谴责。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一段时间

以来，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屡屡采取错误言行，不断提升

美台官方往来层级，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搞“以台制

华”，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是升级美台官方交往的重大政治挑衅。台湾民进党当局顽

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勾连作

乱，妄图“倚美谋独”、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只会将台湾

推向灾难深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我们坚

决反对一切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行径，坚决反对任何外部

势力干涉中国和平统一进程，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

方式插手台湾问题。

中国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有

着热爱祖国和爱好和平的光荣传统，一直努力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是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捍卫

者。我们坚决支持中国政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所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神圣职

责，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决心坚如磐石。祖国必须统一，也

必然统一。这不以美方一些顽固反华势力的意志而转移，不被

“台独”分裂势力的痴心妄想而左右。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阻挠

中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企图注定失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

2022年8月4日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萧美琴极力推动佩洛西窜台

反华势力棋子必将遭历史清算

敦促有关组织和个人

停止为“台独”势力辩解

民进党当局所谓“抗议”

挽救不了“台独”分子被依法惩处命运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日指出，美
方有关涉台言论是典型的颠倒是非、贼喊捉贼。当前台海局势出
现任何紧张，都是美方一手造成的。美方如果真心维护台海和平
稳定，最重要、最关键的是，立即言行一致、不折不扣恪守一个中国
原则，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当日下午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务院不具名
高官称，中方不应以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访台为由继续寻求改变
涉台现状，如台海局势在此访后出现任何升级或危机，责任在中
方。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美方有关言论是典型的颠倒是非、贼喊捉贼，反映
出美方一贯的霸道、蛮横无理。

第一，什么是台湾问题的现状？事实一清二楚、明明白白。那
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两岸虽长期
政治对立，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这是台海问
题的真正现状。

第二，谁在制造台海危机？美方和“台独”势力勾连挑衅，这是
导致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本原因。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放弃体现一
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出于干扰遏
制中国发展进程的战略目的，不断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企图玩弄“台湾牌”，以台制华，不断提升美台接触水平，持续加大
对台军售。佩洛西冒天下之大不韪窜访台湾，严重违反美国政府
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政府作出的承诺，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三，谁应该对台海紧张事态负责？中方已经反复明确表明
佩洛西窜台的严重性、危害性，并明确指出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
美方负责承担，勿谓言之不预。但美国政府和佩洛西唱双簧，一意
孤行。美方恶意挑衅在先，中方正当防卫在后。中国政府有权采
取一切必要正当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四，谁在改变台海现状？美方以25年前的错误先例为由为
佩洛西窜台狡辩，中方早已严肃指出，以前的错误不能成为美方错
上加错的借口。中方绝不允许美方继续以“切香肠”方式步步蚕
食、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美方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寻
求逐渐改变台海现状。

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美方有关涉台言论

典型的颠倒是非 贼喊捉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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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京8月4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
战区于8月4日组织兵力位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
空前的实战化联合演训，对预定海域成功实施远程火
力实弹射击。

4日13时许，东部战区陆军多台新型远程箱式火
箭炮在台湾海峡实施了远程火力实弹射击训练，对台
湾海峡东部特定区域进行了精确打击。新型远程箱
式火箭炮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箱式弹药补充方式能
大幅缩短作战准备时间。记者在现场看到，火箭弹喷
射着尾焰呼啸而出，形成密集火力网，直击目标海
域。无人机实时传回的打击画面显示：火箭弹精确命
中目标。实弹射击取得预期效果。

4日下午，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对台岛东部外海
预定海域实施了多区域、多型号常导火力突击。记者
在发射现场目睹了导弹发射的壮观场面。接到发射

命令后，指挥员沉着冷静下达口令，号手迅速精准展开
操作，装订诸元参数，起竖导弹，展现出过硬军事素质
和高昂战斗精神。随着一声令下，多枚导弹依次腾空
而起，直刺苍穹。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区域，检验了
参演部队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

东部战区空军、海军航空兵出动歼击机、轰炸机、预
警机、加油机等多类多型战机100余架次，在预定海空域
开展跨昼夜联合侦察、空中加油、制空作战、对地突击、支
援掩护等实战训练，锤炼部队大机群连续出动、多兵力控
制协调、长时间持续制空、高强度精确打击等作战能力。

东部战区海军10余艘驱护舰艇连续位台岛周边
海域实施联合封控行动，对火力试射区域进行扫海警
戒，配合友邻兵力进行侦察引导。官兵全程保持高度
戒备，多次拉动，进行对海打击、防空反导、联合反潜等
训练，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

上图：8月4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远火分

队在台湾海峡组织实弹射击，完成精确打击任务。

这是发射现场。 新华社发

左图：8月4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同时出动

多架战机，飞赴台岛周边海域执行任务，进一步检验部队

实战能力。这是战机进行空中加油。

东部战区位台岛周边开展规模空前实战化联合演训 对预定海域成功实施远程火力实弹射击

我国防部：系列军事反制行动就是针对美台勾连的严正震慑

■东部战区空军、海军航空兵出动多类多型战机100余架次，在预定海空域开展实战训练
■东部战区海军10余艘驱护舰艇连续位台岛周边海域实施联合封控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