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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美對台軍售破壞地區和平
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堅決粉碎任何「台獨」圖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0月
4日致電岸田文雄，祝賀他當
選日本首相。
習近平指出，中日一衣帶

水，發展中日睦鄰友好合作關
係，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根本
利益，也有利於亞洲和世界和
平、穩定、繁榮。中日雙方應
該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立
的各項原則，加強對話溝通，
增進互信合作，努力構建契合
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
同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致電祝賀岸田文雄當選日本
首相，表示雙方應該維護政治
共識，加強交流合作，推動兩
國關係沿着正確軌道健康穩定
發展，共同迎接明年中日邦交
正常化5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
中通社報道，美國
貿易代表戴琪 (圓
圖)10月4日表示，
美計劃與中方就中
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

落實情況、產業政策等問
題展開坦率對話。她稱，美方無意「激
化」與中國的貿易緊張局勢。
戴琪說，美國政府以前處理對華經貿

問題的手段未能解決美方根本關切，拜
登政府將尋求以「全新、全面和務實」
的方式處理對華經貿關係。她同時稱，
美國將聯合盟友制定「公平」的國際貿
易規則，並利用所有政策工具保護美國
經濟不受「不公平」競爭行為的傷害。
戴琪表示，美方將啟動針對性的關稅

豁免程序，允許美國企業申請豁免某些
中國輸美商品的加徵關稅。她還提出美
中兩國「長久共存」的概念，尋求開闢
改變美中雙邊貿易格局的新路徑。
在隨後問答環節被問及對美中經濟

「脫鈎」的看法時，戴琪說，全球兩大
經濟體停止貿易並不現實。美方可能要
思考的問題是，「我們尋求某種『再掛
鈎』的目標是什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澳門
特區政府新冠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4
日公布，當天確診1例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為澳門第72例確診病例；該患者
居住在珠海斗門，每日往返澳門和珠
海。隨後，再現第 73、74 例關聯個
案。對此，5日珠海市斗門區對白蕉
鎮、白藤街道全域開展全員核酸檢測；
香洲區亦對拱北全局以及吉大、前山部
分區域開展全員核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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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貿易代表稱將與中方展開經貿對話

●●岸田文雄岸田文雄（（右二右二））在皇宮接在皇宮接
受首相任命受首相任命。。 法新社法新社

珠海部分區域全員核酸

10月1日晚，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中國夢．
祖國頌——2021國慶特別節目》播出後，在
海內外產生熱烈反響。多位港澳台演藝人員與
大陸同行同台演出，向全球華人奉獻了一台愛
祖國、共圓夢的精品晚會。針對近日台灣島內
綠媒的輪番攻擊和恐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文
藝節目中心發言人應詢答覆如下：

每逢中華兒女的重大節日，中央廣播電視總
台都會製作文藝晚會等特別節目，邀請港澳台
同胞和大陸演藝人員一起參與演出，共享節日
榮光。今年的國慶節也是如此。總台推出的
《中國夢．祖國頌——2021 國慶特別節
目》，僅在電視端就觸達觀眾7,815萬人次，
新媒體話題互動量超過50億次。無論是藝術
水準還是海內外觀眾的滿意度，今年的國慶特
別節目都創下了新高。
台灣演藝人員來大陸發展，參加總台主辦的

文藝晚會等活動，觀眾喜愛、社會反響積極。
島內綠媒罔顧事實，動輒對與大陸交往的台灣
演藝人員進行威脅恐嚇、亂扣帽子，只能說是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們堅決反對。我們重
申，繼續歡迎台灣演藝人員來參加節目製作，
與大陸同胞同台演出。 ●央視新聞客戶端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解放軍軍機高
頻現蹤台西南方，美國也坐不住了。美方聲稱將
繼續協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對此，軍事
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平4日表示：「美國
不遵守一中原則，罔顧三個聯合公報，這是解放
軍要加大對台軍事鬥爭準備的主要根源所在。」
美國人干涉中國內政，給「台獨」釋放錯誤信
號，助長「台獨」的囂張氣焰，刻意改變兩岸平

衡，這些恰恰是美國在單方面改變現狀，因此解
放軍採取這種行動是必然，也是必須的。
宋忠平認為，4天逾百架次的解放軍戰機造訪

台灣西南空域，數量並不多，這只是平時的戰備
值班或軍事演練。台灣網友指出，美國才是禍
首，如果不是美國把台灣當作棋子，台海局勢也
不會這麼緊張。美國所謂協助台灣自衛，不過就
是逼台灣買美國的武器，把台灣當搖錢樹。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3日發表聲明稱，
美方對中方在台灣附近軍事挑釁活動深表

關切，此舉易引發誤判，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敦促中方停止對台施壓與脅迫。美將依據美中
三個聯合公報及「與台灣關係法」、「對台六
項保證」維持對台承諾，支持台加強自衛能
力。

美頻頻挑釁損害中美關係
華春瑩指出，一段時間來，美方在售台武

器、加強美台官方軍事聯繫等方面消極動作不
斷，包括出台7.5億美元售台武器計劃，美軍機
降落台島，軍艦頻頻過航台灣海峽等。這些挑
釁行動損害中美關係，破壞地區和平穩定，中
方堅決反對並採取必要應對措施。一個中國原
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在台灣問題上，美
方應該遵守的是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
公報規定，而不是自己單方面炮製的什麼東
西。華春瑩強調，搞「台獨」是死路一條。中
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粉碎任何「台
獨」圖謀。美方應糾正錯誤，切實恪守一個中
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慎重妥善處
理涉台問題，停止為「台獨」分裂勢力撐腰打
氣，以實際行動維護而不是破壞台海和平穩
定。

解放軍4天演練台海作戰
10月1日至4日，分別有38、39、16以及56

架次解放軍軍機飛巡台灣西南「航空識別
區」，其中10月4日的56架次，是台方自2020
年9月17日公布統計以來數量最多的一次。，
包括38架殲16、2架蘇愷30、2架運8反潛機、2
架空警500、12架轟6。大陸軍事評論員指出，
這是解放軍常態化軍事演練，近幾天派往台海
的戰機都具有典型性，形成的是一個龐大的體
系作戰能力。

台灣學者認為，解放軍軍機在「十一」國慶
期間高頻現蹤台西南方，此舉除了在向台灣與
區域各國進行武力展示外，在戰力方面也顯示
出值得注意的戰術意義，包括想藉此向美台雙
方展現聯合作戰能力純熟等。

美搞軍備競賽自食苦果
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國會研究處日前向國會

提交一份《空軍B-21突襲者遠程轟炸機》報
告，證實有5架美B-21隱形遠程轟炸機將投產，
預計2022年中正式首飛。軍事專家、鳳凰衛視
評論員宋忠平表示，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意志
是堅定的，也有足夠手段對抗美國這些所謂的
對解放軍構成威懾的武器裝備。這些武器裝備
在實戰中能不能用上姑且不說，但美國的B-21
等這些武器裝備會間接助長全球的軍備競賽。
中國會按照自己的技術路徑和軍事路徑來發展
綜合國力和軍事力量，不會去搞軍備競賽，而
美國的綜合成本要遠遠高於中國，如果他想當
然要和中國進行軍備競賽，最後拖垮的必然是
其自己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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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8反潛機
（2架）

蘇愷30
（2架）

空警500
（2架）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10月1日至3日，解放軍共派遣93架次軍機進入台

灣西南空域，美國國務院3日發表聲明譴責。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4

日表示，輪不到美國說三道四。美方有關言論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

聯合公報規定，對外發出極為錯誤和不負責任的信號。華春瑩更指出，美方在售

台武器、美軍機降落台島等挑釁行動損害中美關係，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台胞斥美國把台灣當搖錢樹

大陸支持台藝人參演 反對綠媒打壓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中國夢中國夢··祖國頌祖國頌————
20212021國慶特別節目國慶特別節目》》錄製現場錄製現場。。 中新社中新社

●●解放軍在海上進行演練解放軍在海上進行演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第76屆聯合國大會
第三委員會4日繼續舉行一般性辯論。針對美
國、德國等就涉疆、涉港、涉藏問題的錯誤言論
和攻擊抹黑，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圓圖)進
行了駁斥，張軍指所謂新疆存在「種族滅絕」是
美國上屆政府惡意炮製的「世紀謊言」，強調中

方堅決反對個別國家濫用聯合國平台蓄意挑起對
抗，借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政，美國應收起傲慢
與偏見，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更不要
知錯不改、錯上加錯。
張軍表示，美國出於政治動機編織罪名，製造

謊言，對中國進行無理指責。所謂新疆存在「種

族滅絕」，這是美國上屆政府惡意炮製的「世紀
謊言」。面對這一赤裸裸的政治陰謀，美方今天
居然全盤繼承，繼續走「謊言外交」的老路。謊
言重複一千遍還是謊言。無數鐵一般的事實證
明，美方的說法毫無依據，完全是出於政治動
機，根本目的是搞亂中國，阻撓中國的發展，中
方對此堅決反對、完全拒絕。

強調世界需要對話 停止製造分裂
張軍強調，美國動輒以民主和人權捍衛者自

居，事實上卻是民主和人權的最大破壞者。美國
僅憑一瓶洗衣粉、一份假情報就肆意發動戰爭、
屠殺平民，將炸彈投向無辜的婦女、兒童和弱勢
群體，導致民不聊生，流離失所。美國打着民
主、人權的幌子濫用單邊制裁，打壓外國企業，
破壞國際經貿合作，損害發展中國家權益，持
續、系統性侵犯相關國家人民基本人權，人為製

造人道災難。他指出，如果美國真的關心人權問
題，就該放棄雙重標準和選擇性失明。
張軍強調，世界需要對話而不是對抗，各國應

該選擇合作而不是製造分裂。希望美國迷途知
返，回到對話與合作的正確軌道上來，為促進和
保護人權做點實事、辦點好事。

多國支持中方立場 責美借人權干政
當天，厄立特里亞、圭亞那、科特迪瓦、烏拉

圭、納米比亞、津巴布韋、老撾等在會上發言呼
應支持中方立場，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反對
搞雙重標準，反對製造政治對抗。呼籲各方恪守
《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持多邊主義和團
結協作，通過建設性對話與合作促進與保護人
權。古巴、敘利亞、白俄羅斯、埃塞俄比亞、朝
鮮等發言對美無理指責表達強烈不滿，堅決反對
借人權問題干涉內政。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5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表示，沒有
收到中央在港實施《反外國制裁法》的時間表，
若中央需要處理時，會認真考慮香港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她強調，特區政府及她本人都支持國家
實施《反外國制裁法》，認為如果需納入基本法
附件三，透過本地立法進行諮詢，會是更配合實
際環境的做法。

首重控疫與內地「通關」
至於區議員人數不足問題，林鄭月娥表示，將

有第四批、亦即最後一批區議員在民政事務局局
長監誓下宣誓，在完成所有區議員宣誓後，再判
斷十八區區議會餘下的人數，是否仍然足以維持

有效運作。
另外，林鄭月娥於同一場合表示，香港目前首

要任務是控制好疫情，達至「通關」，與內地免
疫往來。她認為，國際旅遊與商務活動對香港重
要，但恢復與內地商貿往來更加重要，很多在香
港設立公司的外國企業，在內地都有業務，他們
需要到內地洽談生意。
有外國商會指香港現時未能與內地及外國「通

關」，形容是「兩頭不到岸」，林鄭月娥表示，
若香港希望與內地「通關」，就要採取更貼近內
地的防疫政策，而並非採取「與病毒共存」的策
略，特區政府要嚴格管控外防輸入，若外防輸入
的工作都做不好，就不用談如何與內地「通
關」。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4日晚上在社交平台發文，指經歷了超過兩年
因保安理由的「水馬」圍封，各相關部門已按
其指示，在國慶節日後陸續移走在政府總部、
禮賓府等保護政府重要設施的「水馬」，令周

邊的道路回復通達，一切恢復舊觀。她稱昨日
從禮賓府到政府總部，行車時間便省了5分
鐘，「但更具意義的是香港已迎來新氣象！」

今發表施政報告
林鄭月娥又指，4日見證政總內的員工餐廳

在新承辦商經公開招標接手營運後重新開幕，
「無論是裝修、食物選擇、環保措施、手機程
式點餐各方面，都令人耳目一新」，她更與政
務司司長李家超享用了「久違的西多士」。
林鄭將於今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

告，她在fb先「賣關子」稱：「上述的『新
氣象』會否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出現，大家
就要拭目以待了。」

●●圖為圖為「「保保衛香港運動衛香港運動」」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聯大代表駁斥美等錯誤言論中國聯大代表駁斥美等錯誤言論

港府支持國家實施反外國制裁法 水馬不復見 林鄭：香港已迎來新氣象

●●林鄭與李家超歎林鄭與李家超歎「「久違的西多士久違的西多士」。」。FbFb圖片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