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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再制裁美兩軍工企業
促恪守聯合公報 停止對台軍售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1日表示，為了維護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根

據中國反外國制裁法的有關規定，中國政府決定對長期參與向中國台灣地

區出售武器的美國軍工企業雷神技術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侵權行為實施反

制。同時，中方再次敦促美國政府和有關方面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

公報，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軍事聯繫。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美國國務院2月7日宣布，批准對台灣出售
總價約1億美元丶為期5年的愛國者防空

導彈系統勤務工程，這是拜登政府上台後，第
二度批准對台軍售計劃。在拜登政府上台前的
2020年10月，美國務院也曾批准向台灣地區
出售總額約18億美元的武器裝備。值得注意
的是，這兩次對台軍售的貨商名單中，美國軍
工企業雷神技術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均
榜上有名。而在2020年，中方便已宣布對包
括雷神技術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在內的
三間軍工企業實施制裁。

中方續採措施維護主權安全
在21日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汪文

斌發布了中國最新的反制與制裁措施。汪文斌指
出，美國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嚴重違反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是「八．一
七」公報規定，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
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中方對此堅
決反對，予以強烈譴責。
汪文斌說，為了維護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根

據中國反外國制裁法的有關規定，中國政府決定
對長期參與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的美國軍工
企業雷神技術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侵權

行為實施反制。汪文斌說，中方再次敦促美國政
府和有關方面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
公報的規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軍事聯繫。中
方將根據形勢發展，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定
維護自身主權和安全利益。

專家：制裁能戳到痛處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教授
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美方最近在台灣問題上有越
做越過分的趨勢，雖然美國口頭上承諾堅持一個
中國政策，但實際上在行動上卻一再違反承諾，
令一個中國政策可能面臨空心化的危險，在此背
景之下，中方必定需要做出回應，中方實施反制
是完全必要和正常的。同時，現在中國與過去相
比實力日益提升，中國亦完全有能力對美國進行
反制。
金燦榮強調，雖然此次中方反制的這兩家美國
軍工企業在中國沒有直接業務，但是卻在華有間
接業務，兩家軍工企業控股的一些公司在華應該
擁有業務，所以反制將會讓相關美軍工企業感到
「痛」。這位專家稱，在中美關係中，中方「工
具箱」裏可打的「牌」很多，只不過中方一直從
穩定中美關係大局出發，保持克制理性，但現在
美方越做越過分，中方必定採取反制行動。

2022年2月
美方宣布總額為1億美元的售台武

器計劃，為了維護中國主權和安全利
益，根據中國反外國制裁法的有關規
定，中國政府決定對長期參與美國向
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的美國軍工企
業雷神技術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的侵權行為實施反制。

2021年3月
針對美加對中國新疆有關人員和實

體實施單邊制裁的錯誤行徑，中方決
定對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主席曼
欽、副主席伯金斯，加拿大聯邦眾議
員莊文浩、眾議院外委會國際人權小
組委員會實施制裁，禁止上述人員入
境中國內地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
區，禁止中國公民及機構同上述人員
交易或同上述實體往來。

2021年1月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宣布，中方決定對

在涉華問題上嚴重侵犯中國主權、負有
主要責任的28名人員實施制裁，包括特
朗普政府中的蓬佩奧、納瓦羅、奧布萊
恩、史達偉、波廷傑、阿扎、克拉奇、
克拉夫特以及博爾頓、班農等。這些人
及其家屬被禁止入境中國內地和香港、
澳門，他們及其關聯企業、機構也已被
限制與中國打交道、做生意。

2020年10月
美國務院批准向台灣地區出售總額

約18億美元的武器裝備。為了維護國
家利益，中方決定採取必要措施，對
參與此次對台軍售的洛克希德—馬
丁、波音防務、雷神等美國企業，以
及在售台武器過程中發揮惡劣作用的
美國有關個人和實體實施制裁。

2020年8月
針對美國干預香港事務的錯誤行

徑，中方決定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
劣的美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克魯茲、
霍利、科頓、圖米，聯邦眾議員史密
斯，以及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總裁格
什曼、美國國際事務民主協會總裁米
德偉、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總裁特溫
寧、人權觀察執行主席羅斯、自由之
家總裁阿布拉莫維茨實施制裁。

2020年7月
針對美方在涉疆問題上的錯誤行

徑，中方決定對美國「國會－行政部
門中國委員會」以及美國國務院國際
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聯邦
參議員盧比奧、克魯茲，聯邦眾議員
史密斯實施相應制裁。中方同時敦促
美方立即撤銷有關的錯誤決定，停止
任何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利益的
言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近年中方對美實施的反制行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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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上周
末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有西方國家領導
人稱，中國選擇支持俄羅斯在北約問題上
的立場，顯示出中俄兩國試圖用新的全球
秩序來取代現有的國際秩序。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汪文斌2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希望有關方面摘下有色眼鏡，摒棄冷戰思
維和意識形態偏見，避免動輒給別國貼標
籤，煽動對立和對抗。
汪文斌說，王毅國務委員在慕安會期間
就北約東擴的問題闡明了中方的立場。他
表示，冷戰早已結束，北約作為當年冷戰
的產物，應該審時度勢，作出必要調整。
如果北約一味東擴，是否有利於維護歐洲
的和平穩定，是否有利於實現歐洲長治久
安，這是一個值得歐洲朋友認真思考的問
題。

中俄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
關於中俄之間的關係，汪文斌表示，中俄作為聯

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負責任的大國，始終致力
於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始終
帶頭講平等、講誠信、講合作、講守法，始終堅持
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國際社會普遍對
此給予積極評價。
他說，希望有關方面摘下有色眼鏡，摒棄冷戰思

維和意識形態偏見，客觀看待中俄關係和兩國合
作，認清時代發展的主流大勢，多做對維護世界和
平發展有益的事，避免動輒給別國貼標籤，煽動對
立和對抗。
汪文斌還回應了有關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早前的猜測，一枚可能來自於中國於
2014年為執行探月任務發射的運載火箭推進器的殘
骸預計在3月4日撞上月球背面。 汪文斌表示，根
據中方監測，嫦娥5號任務相關火箭的末級已安全
墜入地球大氣層，並完全燒毀。「中方始終基於國
際法發展航天事業，切實維護外空活動的長期可持
續性。我們願就此同各方開展廣泛的交流合作。」

第三批逾千精英 廣東組建隨時援港

◆◆中國海軍遼寧艦編隊早前遠海實戰化訓練期間中國海軍遼寧艦編隊早前遠海實戰化訓練期間，，殲殲--1515艦載戰鬥機準備着艦艦載戰鬥機準備着艦。。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以研發戰機為主要業
務。 網上圖片 ◆◆雷神公司業務以導彈系統為主雷神公司業務以導彈系統為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121日在例行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回應媒體關切記者會上回應媒體關切。。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東涌東薈城露天廣場採樣站東涌東薈城露天廣場採樣站2121日起運作日起運作，，內地援港內地援港PP22++核核
酸檢測車到場支援檢測酸檢測車到場支援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掃碼看片

鍾南山傳授「防疫三招」勉港人團結戰疫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來勢
洶洶，確診數字連日高企。共和國勛章獲得
者、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21日以視頻方式
為香港巿民加油打氣，並給出三個防疫建
議，包括預防傳播、加強疫苗注射、儲備藥
物治療，他並呼籲大家要加強團結協作，加
上在中央政府的支援下共克時艱，必定能取
得第五波抗疫的勝利。
鍾南山指出，1月5日香港發生新病毒株
Omicron疫情以來，由於變種病毒的傳播迅
速，至今粗略的計算，已有接近6萬人患
病，至少75人死亡，對經濟及社會造成了極
大的衝擊。他指，與其他病毒株比較，Omi-
cron患病徵狀較輕，主要在鼻咽及大氣道，
肺炎的發生率相對較少，死亡率較低，接近
於季節性流行性感冒，所以市民不用過於擔

憂。「但是它的危害性遠遠大於流感，一是
傳染性強，流感是1個傳1個至2個，Omi-
cron是1個傳6個至7個，所以它的傳播性大
大高於流感。」現在香港的粗死亡率為
0.15%，若大批的感染在60歲以上的人群，
死亡率會明顯增加。

不會容忍大量長者感染死亡
他表示，不管有什麼不同的政治觀念，但
在人與病毒的鬥爭中，最高的人權就是人的
生命，是健康的生命。與西方一些國家不
同，內地和香港對待COVID-19的指導思想
是「生命至上，健康至上」，「我們不會容
忍自然感染導致大量的長者死亡，所以我們
的政策仍然是爭取動態清零。」
鍾南山建議有三個做法：

一、預防傳播是關鍵。首先，做好個人的
防護，減少社會接觸，自己不受感染；其
次，假如是密切接觸者，要定時增加快速檢
查（即抗原檢查），如果發現陽性，立即和
醫療部門聯繫；第三，當前最重要的是要將
患者和健康人分開，已確診者不宜居家，要
另行隔離，雖然目前在香港有些困難，但據
他了解，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正加速在竹篙
灣、啟德碼頭等地建立方艙醫院，如果必要
甚至體育館、會展中心都需要考慮，能夠切
斷這個環節，對香港盡快地控制疫情極為關
鍵；第四，重症病人及時住院，當然最好的
辦法是集中在某個醫院，便於管理及救治。
二、加強疫苗注射。據鍾南山所知，在香

港60歲以上的老年人疫苗接種率還不夠理
想。在疫苗的接種上，香港的長者必須接受

第三針疫苗接種，可以明顯降低病死率。
三、儲備藥物治療。如美國的Paxlovid、

中國內地BRII 196-198抗體、某些經循醫學
證實有效的中成藥，對於減輕症狀、縮短療
程、減少重症的發生率是有效的。鍾南山指
已與有關的企業及廠家聯繫過，希望他們對
香港給予更大的支持，得到企業積極肯定的
回應，表示一定最大力度配合支持香港的抗
疫需求。
鍾南山強調，在當前的嚴峻形勢下，大家

要加強團結協作，政府各部門、商界、公立
醫院和私家醫院以及廣大市民都要在抗擊新
冠面前團結協作。相信有中央政府的支援，
包括核酸檢測、抗原快速
測定試劑、協作建立方艙
醫院、醫務人員支持等，
最主要的是特區政府的努
力，「我們這次一定會共
克時艱，取得第五波抗疫
的勝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鄭治祖）
內地援港檢測隊21日早開始進駐元朗、油尖
旺、北區、馬鞍山等地的五個核酸檢測點。
第二批內地援港抗疫醫療防疫工作隊日前抵
港，核酸採樣隊負責人、中山大學附屬第一
醫院副院長張弩21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今次國家援港醫療隊的核酸採樣隊百
多名隊員了解香港的檢測流程後，21日已前
往多個檢測點投入工作，廣東省政府亦正組
建第三批醫療隊支援香港。他透露，第三批
內地援港抗疫醫療防疫工作隊人數或過千
人，以核酸檢測人員為主，雖然暫時還未有
更多詳情，但現時內地已有很多醫院已接到
指示並正在做足準備，相信短期內具備全港
性大規模檢測的能力。
由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派遣的第二

批內地援港抗疫醫療防疫工作隊日前抵港，

他們當中的110人核酸檢測隊將配合特區政
府開展核酸檢測等方面的工作。

檢測單位大增逾一半
張弩21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醫

療隊的核酸採樣隊在到埗後已即時與特區政
府及專業檢測機構進行溝通，了解香港的採
樣及檢測模式和流程，並已在21日開始在全
港多個檢測點投入工作，包括元朗、油尖
旺、北區、馬鞍山等地的5個核酸檢測點，
讓原先只能同時啟動約10個檢測單位
的檢測點，已即時提升至可
啟動15至17個檢測單
位，加上多個檢測
機構亦已投入了
大量資源，搭
建了很多檢
測儀器，相
信已能夠
滿足香港
市民現時
的檢測需

求。
被問到對全港市民進行大規模檢測的看

法，張弩指若以現時的檢測能力，即時要執
行全民檢測是不現實的，但相信香港社會有
共識、有心去做，在國家的支持下，是能夠
做成的。
張弩指廣東省政府現正組建第三批醫療

隊，「規模有機會很大，人數或達到過千人
甚至數千人，並以核酸檢測人員為主，相信
能夠在短期內使香港具備全港性大規模檢測

的能力。」
他指雖然暫時還未有更多
詳情，但現時內地已
有很多醫院接到指
示，都在做足
準備，相信
屆時能夠使
香港目前
已很不錯
的檢測能
力，得到
進一步的

大幅提升，有能力在短期內達至具備全港性
大規模檢測的能力。

倡特區規劃全民檢測
他建議特區政府應積極計劃全民檢測，而

醫療隊亦已開始着手有關準備，包括人力資
源、物資、儀器的安排等。
他希望香港市民明白從中央到廣東省政

府，以至內地人民，都會用盡一切辦法全力
支援香港抗疫，希望大家要保持信心，盡量
配合、參與檢測，踴躍接種疫苗，做好個人
防疫措施，避免聚會，齊心協力擊退疫情。
張弩表示，今次國家援港醫療隊在中央政

府直接指示下，由廣東省政府迅速完成組
建，成員包括有重症醫學專家、流行病調查
專家、核酸檢測專家、核酸採樣隊成員等，
多位專家都是經驗豐富，年資很高，更能以
粵語、英語進行溝通。今次醫療隊獲廣東省
政府提供了非常充足的後勤物資供應，更得
到香港特區政府大力配合，獲兩位局長親自
接待，妥善保障醫療隊的食、住及出行，他
對此表示非常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