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樂玉成：美打「台灣牌」如抱薪玩火
搞「以台制華」阻撓中國統一企圖終將失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11日

在接受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採訪時表示，美方有些人違

背一中承諾，不斷踩紅線，「切香腸」，打「台灣牌」。一

個中國原則是中美建交和中美關係的基石。基石不牢，地動

山搖。把基石當牌打，就如同抱薪玩火一樣危險。

緊急授權理據不足
●高端疫苗Ⅱ期試驗僅有3,000
多人參與，而且Ⅲ期試驗還在
進行中，卻能獲得台當局
EUA。外界質疑台當局為高端
疫苗開綠燈。

審查委員不簽名
●台灣高端疫苗審查會議投贊成
票的委員不敢在審查報告上簽
名，被批評逃避責任。

當球員又兼裁判
●高端疫苗的審查委員不少人本
身就介入高端的開發製程，如
今又擔任評審委員，違背規避
利益衝突原則。

疫苗不良率82%
●台媒指高端疫苗產品的不良率
高達82%，台「食藥署長」吳
秀梅竟以類似高端發言人的身
份替其辯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香港西環12日發生恐怖謀殺案，一
名前年曾在網上揚言仿效美國槍擊
案的混血兒男子(右圖)，在住所附
近的一輛的士上，涉嫌揮刀割斷一
名的士司機頸部大動脈後逃之夭
夭；司機跳車逃命，留下20米血
路，惟最終傷重不治。由於懷疑兇
徒精神不穩定、身上有武器及非常暴力，警方
將他列為極度危險人物，並發出其照片全城通
緝，呼籲市民若發現其行蹤或有線索，在安全

可行的情況下向警方舉報。因疑兇
犯案動機不明，在案發後又未有返
家，警方恐防他再度失控無差別施
襲，刻下正全力追緝他歸案。
被通緝的混血兒男子，年約30

歲，在南非出世，持有香港身份
證，曾自稱在蘇格蘭一間大學讀電
腦，做過數據分析員及軟件研發

員。警方形容兇徒相當暴力，或有極度兇殘傾
向。警方表示將循糾紛、兇徒的精神狀況等方
向調查其犯案動機。

●10月12日，山西省介休市，來自河南衛輝災
後復種的1.3萬斤蔬菜運至山西洪災地區，救援
人員卸運物資。 中新社

極度危險人物 港通緝殺的哥狂漢

樂玉成說，台灣方面也不要甘願被人當牌
打。自以為是「王牌」，到頭來只會淪為

「廢牌」和「棄牌」。任何搞「以台制華」、
阻撓中國統一和復興的企圖終將失敗。中國統
一和復興的進程是不可阻擋的。正如習近平主
席日前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講話中所指
出的，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
力。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要實現，也
一定能夠實現。

拜登講一套幹一套 走冷戰舊路
在談及美方倡議召開所謂「民主峰會」時，

樂玉成指出，他注意到拜登總統在聯大發言中
講到不尋求新冷戰，不在世界上搞分裂。但話
音剛落，美方就拚湊「三方安全夥伴」，升級
「四邊機制」，拉緊「五眼聯盟」，幹的還是
冷戰那一套。

中國更積極為世界注入正能量
他強調，美國在民主方面的記錄並不光彩，

國會山淪陷人們還記憶猶新。美國對外搞「顏
色革命」、「民主改造」留下一個個爛攤子。
再說，只有國際社會部分成員參加的「民主峰
會」能有多民主？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
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壟斷民主的定義權「拉
一派、打一派」，以「民主對威權」劃線挑動
意識形態對抗，完全是對民主的歪曲和褻瀆，

將會貽害無窮。
樂玉成進一步指出，與

美國忙於拉各種小圈子、搞
地緣零和博弈相對照，中國更加
積極維護國際和平穩定、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不斷為世界注入正能量。習近
平主席今年在聯大講話中，向世界鄭重提出全
球發展倡議，致力於推動實現更加強勁、綠
色、健康的全球發展，加快落實聯合國2030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
我們已經向世界提供超過12.5億劑疫苗，年

內將提供20億劑，積極凝聚全球抗疫合力，反
對疫情溯源政治化，助推世界盡快走出疫情陰
影。
樂玉成介紹說，我們積極參與氣候變化國際

合作，落實習主席提出的氣變合作主張和倡
議，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籌備舉辦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聯
合國全球可持續交通大會等，助力世界綠色低
碳轉型。我們同國際社會一道參與調解地區熱
點，在阿富汗、伊核、朝核等問題上發揮獨特
的建設性作用，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我們堅持
真正的多邊主義，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
革，堅決反對搞「新冷戰」。
「中國外交始終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始終站

在歷史正確一邊，始終維護國際公平正義。這
條正確的道路，我們會堅定不移走下去。」樂
玉成說。

●樂玉成表示，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建交和中美關係的基石。基石不牢，地動山搖。把基石當牌
打，就如同抱薪玩火一樣危險。圖為台灣民眾舉行集會，批評台當局向美國購買武器破壞兩岸關
係。 資料圖片

●●樂玉成樂玉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談及美經貿關
係，樂玉成表示，中美是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
體，經貿合作可以說是「連筋帶骨」，任何打擊
都會「傷筋動骨」。希望美方真正改弦易轍，通
過政商共同努力，使經貿合作成為打破中美關係
僵局的「破冰船」。
針對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近日就拜登政府對華

貿易政策發表演講，樂玉成指出，我們注意到美
國貿易代表的講話中有一些積極因素，同時堅決
拒絕其無端指責。中美是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
體，即便在美方搞脫斷供和疫情衝擊的背景
下，中美貿易額2020年逆勢增長8.8%，今年1
至8月，中美貿易額更是同比增長36.6%、達到
4,700億美元。
他強調，經貿合作可以說是「連筋帶骨」，

任何打擊都會「傷筋動骨」。穆迪公司調查顯
示，對華貿易戰讓美國失去了約30萬個就業崗
位，平均每個家庭損失約600美元。美國對自中
國進口商品加徵的關稅中，超過90%由美國企

業和消費者承擔。
談及中美關係時，樂玉成表示，今年以來，

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兩次通話，達成重要共
識，為兩國關係發展指明了方向。中美兩國外交
代表先後在安克雷奇、天津，以及上周在蘇黎世
舉行對話，日前，劉鶴副總理和美國貿易代表戴
琪舉行通話，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兩次訪
華。中方同美方保持高層溝通對話，表明中方始
終本着善意和誠意，積極推動改善中美關係，對
話大門隨時敞開。

盼美幹實事 做好必答題
樂玉成指出，最近雙方還成立聯合工作組，

就處理雙邊關係中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商談並取
得進展。這說明對話合作不可或缺，衝突對抗沒
有出路。我們重視美方近期關於中美關係的積極
表態，希望美方切實付諸政策和行動，多幹實
事，共同做好中美關係這道必答題，回答好這一
「世紀之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談及孟晚舟回
國，樂玉成表示，孟晚舟回國，去掉的不僅是電

子腳鐐，而是霸權和脅迫的枷鎖，
它表明中國人民前進的步伐

是阻擋不了的，任何羈
絆終將被清除。
樂玉成指出，
經過中國政府
不懈努力，孟
晚舟在被非
法 拘 押 了
1,000 多 天
之後終於平

安回家，尤其是孟晚舟在中國國慶前夕平安歸
來，是獻給祖國生日最好的禮物。在孟晚舟被非
法拘押近三年裏，黨和政府時刻牽掛，習近平主
席親自關心。中美兩國元首通電話時，習主席明
確就孟晚舟事件做工作，要求美方盡快妥善解
決。
樂玉成表示，有網友說得好，孟晚舟是因為

中國的崛起而被拘押，也恰恰因為中國的崛起而
獲釋。14億中國人民給予孟晚舟堅定支持和強
大聲援。中方有關部門和駐美國、加拿大使領館
全力開展工作。外交部在那些天收到許多青年學
生送來的鮮花，這些鮮花是對我們黨外交為民的
深情點讚。

外交部：台灣為中國一省 沒資格入聯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針對近段時

間台灣個別政治人物多次投書外國媒體刻意
歪曲聯大2758號決議，聲稱「這一決議沒有
決定台灣代表權，甚至裏面連台灣都沒有提
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2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省根本
沒有資格加入聯合國。

反對「台獨」態度不容挑戰
趙立堅表示，台灣個別政治人物的言論毫

無道理，對聯合國大會涉台問題，中方已經

多次表明立場，他願再強調以下幾點：第
一，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
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國際社會
公認的基本事實。我們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
不會改變，反對「兩個中國」和「一中一
台」，反對「台獨」的態度不容挑戰，捍衛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堅定不移。
第二，聯合國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政府間

國際組織。1971年通過的聯大第2758號決議
已經從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徹底解決了

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聯合國系統各
專門機構和聯合國秘書處任何涉及台灣的事
務，均應遵守一個中國原則和聯大第2758號
決議。台灣作為中國的一個省根本沒有資格
加入聯合國。多年來的實踐充分表明，聯合
國和廣大會員國均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
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
分尊重中國對台灣行使主權。

法律白紙黑字不容抵賴
第三，聯大第2758號決議體現了國際公認

的法律事實，白紙黑字不容台灣當局和任何
人肆意抵賴和歪曲。任何形式的「台獨」之
路都不可能得逞。台灣個別人在國際上炒作
這一議題，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公然挑戰和
嚴重挑釁，是對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公然違
反，也是典型的「台獨」言論，我們對此堅
決反對。這一言論在國際上也注定不會有任
何市場。我們完全相信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反對分裂，實現
國家統一的正義事業，一定將繼續得到聯合
國及廣大會員國的理解和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美國近日宣布入
境承認的6款疫苗，包括輝瑞／復必泰、阿斯
利康、強生、莫德納、中國國藥及科興，而
台灣自產的高端疫苗不在美國承認的疫苗名
單中。據統計，目前島內打了第一針高端疫
苗的民眾已超過72萬人。但由於美國不承認
高端疫苗，恐怕會導致其他國家和地區也不
予承認，台灣輿論擔憂，接種台產疫苗的民
眾未來可能無法出境，等於白打疫苗了。有
台灣民眾指出，高端疫苗的品質備受質疑，
台當局應停止讓民眾接種。
美國白宮早前宣布將於11月取消對中國、

印度、巴西、英國、愛爾蘭、南非、伊朗和
26個歐洲神根國家的航空旅行限制，但這些
地區的旅客須完整接種新冠疫苗。日前，美
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表示，國際旅客須接
種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或世界衞生組
織授權的6款疫苗之一才能入境：輝瑞／復必
泰、阿斯利康、強生、莫德納、中國國藥及
科興。
據外媒報道，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新

的疫苗要求將適用幾乎所有搭機抵美的外籍
旅客，包括「先前不受限制的人」。這是否

意味着來自台灣地區的旅客也適用，仍待確
認。對此，台防疫指揮官陳時中稱，台灣目
前沒被通知在名單內，仍屬於美國的「綠色
名單」。至於台產高端疫苗的國際認可，他
聲稱高端疫苗在努力爭取相關認可，指揮中
心會盡可能協助。
台青鄭博宇向大公報表示，台當局早前曾

針對大陸疫苗說「他們（大陸）打的（疫
苗）我們不敢用」，但現在美國承認中國大
陸的新冠肺炎疫苗而不承認台產疫苗，等於
「打臉」台當局。這也意味着打了高端疫苗
的幾十萬台灣民眾未來可能無法去美國等國
家。

美不承認台產疫苗 逾70萬人白打

高
端
疫
苗
弊
端
多

●●接種了高端疫苗的台灣民眾接種了高端疫苗的台灣民眾
恐無法赴美恐無法赴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美經貿任何打擊都「傷筋動骨」

談孟晚舟回國：去掉的是霸權和脅迫枷鎖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10月2日至7
日，山西迎來有氣象記錄以來的最強秋汛，
受此影響，汾河下游遭遇近40年來最大洪
峰，全省37條河流暴發洪水，6,021.36公里
公路災損。此次強降雨已致該省175.71萬人
受災，直接經濟損失50.29億元人民幣，因災
死亡15人。
針對山西近期汛情災情，中國國家防汛抗

旱總指揮部辦公室（簡稱「國家防辦」）、
應急管理部持續調度，在前期派出工作組的
基礎上，12日，再次派出工作組，赴山西檢

查指導防汛搶險救災工作。
山西省水利廳副廳長白小丹11日在發布會

上表示，近日，山西多地遭遇時間久、範圍
廣、強度大的降雨天氣，平均降雨量119毫
米，汾河流域平均降雨量132.6毫米，均遠超
歷史同期最高值。
截至11日，全省10市、87縣、653個鄉鎮

的水利設施出現不同程度損毀。初步評估，
水利工程設施、在建工程、水庫移民後扶項
目直接經濟損失16.04億元人民幣，後續情況
仍在進一步統計中。

山西洪災致15死經濟損失逾50億

●●圖為孟晚舟圖為孟晚舟乘機抵達深圳乘機抵達深圳
寶安國際機場寶安國際機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
權利。左圖為中國代表席上的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左一）及時任中國常
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右一）；右圖為台灣當局的代表尷尬地退出會場。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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