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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
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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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
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
方对此坚决反对，严厉谴责，已向美方提出严
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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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联大
第 2758 号决议对此予以明确。1949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81 个国家在一个中
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个
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

1979 年，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
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
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
关系。”美国国会作为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理

应严格遵守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与中
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官方往来。中方历来反
对美国国会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美国行政
部门有责任予以阻止。佩洛西众议长是现任
美国国会领导人，她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赴台
活动，都是升级美台官方交往的重大政治挑
衅，中方绝不接受，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核
心、最敏感的问题。当前，台海局势面临新
一轮紧张和严峻挑战，根本原因是台湾当局
和美方不断改变现状。台湾当局一再“倚美
谋独”，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大搞“去中国
化”，推行“渐进式台独”。而美方企图搞“以
台制华”，不断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加强美台官方往来，为“台独”分裂活动撑腰
打气。这是十分危险的玩火行动，玩火者必
自焚。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
立场一以贯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是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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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不可违，大势不可逆。任
何国家、任何势力、任何人都不要错估中国
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
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
志、强大能力。针对美国会众议长窜访中国
台湾地区，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
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产生的一
切后果必须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负责。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只
能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避免对抗、合作共
赢。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其他任何国家
都无权做台湾问题的裁判官。中方严正敦
促美方，停止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停
止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停止以各种
形式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停止在台湾
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停止歪曲虚化掏空
一个中国原则，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
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切实将美国领
导人作出的“四不一无意”承诺落到实处，不
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新华社北京 8月 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

新华社北京8月 2日电 8月 2日，针对美
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全国
人大常委会发言人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
谈话。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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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向“台独”
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国全国人大

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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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原则是中
美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
基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作出过郑重
承诺，但在行动中却不断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和
官方往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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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和
人民已经并将继续采取果断、有力措施，坚决

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

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反分裂国家法》对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遏制“台独”分裂、反对外
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等重大问题作出明确规
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立
场一以贯之，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任何阻挠
中国完全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企图注定失
败。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言人就美国国会众议长
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发表谈话

8月 2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
国台湾地区。这是台美勾连的升级，性质十分
恶劣，后果十分严重。这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严重侵犯，是对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的严重违背，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的严重践踏，是美国对中国作出严
肃政治承诺的背信弃义，向“台独”势力发出严
重错误信号。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表示严厉谴
责和强烈抗议。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
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
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一段时间来，美国政府
在台湾问题上屡屡采取错误言行，不断提升
台美官方往来层级，加大台美军事勾连，不断
售台武器，助台“以武拒统”。美国国会频频
发表涉台错误言论，提出并审议通过多部涉
台消极议案。美方的做法企图歪曲掏空一个

中国原则，打“台湾牌”，“以台制华”，阻挠中
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美国现任
政府不仅不改变上届政府犯下的严重错误，
反而进一步拉拢盟友，拉帮结伙打“台湾牌”，
在国际上大肆攻击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
议，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谬论，企图推动台湾
问题国际化。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
族复兴的严重隐患。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
独”错误立场，甘心为美国反华势力充当遏华
棋子，更加肆无忌惮谋“独”挑衅。这完全是误
判了形势，打错了算盘！他们为了一己之私，
顽固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拒不承认“九二共
识”，制造两岸对抗，顽固“倚美谋独”。民进党
当局的谋“独”行径和出卖民族利益的与美勾
连活动，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深渊，给广大台
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

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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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祖国统一的时与势始终牢牢把
握在我们的手中。美国反华势力和台湾民进
党当局无论采取什么行径，都无法改变台湾
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佩洛西之流无论以什
么方式“挺台遏华”，都无法阻挡中国统一的
历史进程。

我们敦促美方看清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
认清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以实际
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我们正告民
进党当局，彻底放弃“台独”图谋，不要在“台
独”的死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否则，任何谋

“独”行径都将在中国人民反“独”促统的强大
力量下粉身碎骨。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就佩洛西窜台发表声明

8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
坚决反对，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此举严重违反一
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违反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中美关系政治基
础，严重损害中美关系，是对中方的重大政治挑
衅。中国全国政协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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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是中国的

内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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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
湾问题。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不
可阻挡的历史大势。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
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
定意志、强大能力！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
核心问题。本届美国政府多次在台湾问题上

作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的承
诺，但美方近期一些言行与此背道而驰。我们
敦促美方恪守承诺，停止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
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不要在
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任何逆历史潮流而
动、企图拿台湾问题做文章、危害中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错误行径注定不会得逞，必将自食
其果。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关于美国国会众议长
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声明

新华社北京8月 2日电 8月 2日，美众议
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中方对此强
烈谴责、坚决反对。

中方曾多次阐明窜访台湾的严重后果，但
佩洛西明知故犯，恶意挑衅制造危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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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破坏中美两国
两军关系。美方此举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
严重错误信号，进一步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升
级。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勾连外部势力作

乱，执意邀佩洛西访台，其行径是非常危险的，
势必引发严重后果。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度戒
备，将展开一系列针对性军事行动予以反制，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挫败外部
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就佩洛西窜访台湾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 8月 2日电 2022年 8月 2日
新华社受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北京时
间 2022年 8月 4日 12时至 7日 12时，在以下
海域和空域，进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
实弹射击。具体为：

北 纬 25° 15′ 26″ 、东 经 120° 29′
20″，北纬 24° 50′ 30″、东经 120° 05′
45″，北纬 25° 04′ 32″、东经 119° 51′
22″，北纬 25° 28′ 12″、东经 120° 14′
30″四点连线。

北 纬 26° 07′ 00″ 、东 经 121° 57′
00″，北纬 25° 30′ 00″、东经 121° 57′
00″，北纬 25° 30′ 00″、东经 121° 28′
00″，北纬 26°07′ 00″、东经 121° 28′
00″四点连线。

北 纬 25° 34′ 00″ 、东 经 122° 50′
00″，北纬 25°03′ 00″、东经 122° 50′
00″，北纬 25°03′ 00″、东经 122° 11′
00″，北纬 25° 34′ 00″、东经 122° 11′

00″四点连线。
北 纬 22° 56′ 00″ 、东 经 122° 40′

00″，北纬 23° 38′ 00″、东经 122° 51′
00″，北纬 23° 38′ 00″、东经 123° 23′
00″，北纬 22° 56′ 00″、东经 123° 09′
00″四点连线。

北 纬 21° 14′ 00″ 、东 经 121° 33′
00″，北纬 21° 33′ 00″、东经 121° 18′
00″，北纬 21°07′00″、东经 120° 43′
00″，北纬 20°48′00″、东经 120° 59′
00″四点连线。

北 纬 22° 43′ 00″ 、东 经 119° 14′
00″，北纬 22°10′00″、东经 119° 06′
00″，北纬 21° 33′ 00″、东经 120° 29′
00″，北纬 22°09′ 00″、东经 120° 32′
00″四点连线。

为了安全，在此期间有关船只和飞行器不
要进入上述海域和空域。

示意图如下：

新华社受权公告

新华社北京 8 月 2 日电 8 月 2 日晚开
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将在台岛周边
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在台岛北部、西

南、东南海空域进行联合海空演训，在台湾
海峡进行远程火力实弹射击，在台岛东部海
域组织常导火力试射。此次行动，是针对美

近期在台湾问题上消极举动重大升级采取
的严正震慑，是对“台独”势力谋“独”行径的
严重警告。

东部战区将在台岛周边开展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

新华社杜尚别8月2日电 当地时间2022
年 8月 2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上海合
作组织外长会并访问中亚后接受记者采访，就
台湾问题阐明中方的严正立场。

王毅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
遍共识，是中国同各国交往的政治基础，是中
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和
底线。美国一些人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挑战中
国主权，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甚至蓄意在台海
制造事端。中国人民对此绝不会接受，国际
社会也对这种无端挑衅嗤之以鼻。

王毅说，此访期间，各国领导人在会见会

谈中都明确表示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都认
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外
部势力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这再次
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
势所趋。

王毅强调，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背信弃义，
令人不齿，只能使美国的国家信誉进一步破
产。美国一些政客只顾一己之私，公然在台湾
问题上玩火，与 14亿中国人民为敌，决不会有
好下场。美方的霸凌嘴脸暴露于世，只能让各
国人民愈发看清，美国才是当今和平的最大破
坏者。

新华社北京 8 月 2 日电 8 月 2 日深夜，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奉命紧急召见美国
驻华大使伯恩斯，代表中国政府就美国国会
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向美方提
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谢锋表示，佩洛西冒天下之大不韪，蓄
意挑衅玩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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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
严重错误信号。性质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
重。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管。

美国政府必须承担责任。一段时间以
来，美方说一套做一套，不断歪曲、篡改、虚
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企图越红线、搞突
破，不择手段打“台湾牌”，而且愈演愈烈，删
除美国务院网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
关键表述，将台湾纳入所谓“印太战略”，明
目张胆提升美台关系，变本加厉推进对台军
售，公然叫嚣助台提升“非对称战力”，为“台
独”分裂活动撑腰打气。美国政府本应约束
佩洛西恣意妄为，制止佩洛西倒行逆施，却
放任纵容，沆瀣一气，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严
重损害中美关系。

谢锋指出，美方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付出

代价。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反制，我们
说到做到。任何人企图操弄台湾问题捞取
政治资本，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幻想打

“台湾牌”炮制政治遗产，终将被钉在历史的
耻辱柱上。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采取切
实措施消除佩洛西窜台恶劣影响。不得错
上加错、升级事态，把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
引向不可收拾的境地。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悬崖勒马，停止在台
湾问题上滋事挑衅，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分
裂势力，停止以任何形式打“台湾牌”、搞“以
台制华”，停止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
政，以实际行动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落实美国领导人作出的

“四不一无意”承诺，不得在错误和危险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

谢锋强调，大势不可逆，民意不可违，玩
火必自焚。台湾是中国的台湾，终将回到祖
国 怀 抱 。 中 国 人 民 不 怕 鬼、不 惧 压、不 信
邪。在中国人民心中，没有什么比捍卫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更神圣，没有什么比维护和
实现国家统一更重要。任何国家、任何势
力、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
复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王毅：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背信弃义，
只能使其国家信誉进一步破产

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就佩洛西
窜访台湾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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