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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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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
楚。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方的政治承
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
础。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
力干涉，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
留下任何空间。

海峡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
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中
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割，也不容
分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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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
社会的普遍共识。

台湾自古即属于中国，现在台湾居
民的祖先，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中
国历代政府在台湾先后建立了行政机
构，行使管辖权。1885年，清朝政府正
式划台湾为单一行省。

台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1840年鸦片战
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陷入内忧外
患、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地。1894年，日本
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并于次年通过
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迫使清政府割让台
湾。中华民族国力孱弱，导致台湾被外族

侵占。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
一页，给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

为战胜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实
现国家统一，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进行了
可歌可泣的斗争。台湾同胞在这场斗争
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日本侵占台湾的
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从未停止抗争，数
十万台湾同胞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全面抗战爆发后，台湾同胞积极参加和
支援大陆人民抗战，不少同胞为国捐躯。

1945年，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
一道，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随之光
复，重回祖国怀抱。

1943 年 12 月中美英三国发表的
《开罗宣言》，明确要求日本将窃取于中
国的领土，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于
中国。1945年 7月发布的《波茨坦公告》
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1945年 10月 25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
郑重宣告：“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
中国版图。”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法律地
位和事实得到无可辩驳的确认。

其后不久，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外
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
立的特殊状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全中
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在同一国际法
主体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政权取代
旧政权，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并
未由此而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
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
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
美国政府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
策，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武装干涉纯属
中国内政的海峡两岸关系，将中国的台湾

省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政府干
预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
地区长期的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自此
亦成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争端。

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严正
立场和合理主张，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
家和国际组织的理解和支持，一个中国
原 则 逐 步 为 国 际 社 会 所 普 遍 接 受 。
1971 年，第 26 届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
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
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
一合法代表。联大2758号决议从政治、
法律和程序上明确、彻底解决了整个中
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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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一个中国这个政治共识，中美两国不可能
建交，中美关系也不可能发展。1971年，
美方向中国申明愿在台湾问题上奉行新
的原则，包括美方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今后不会
有任何台湾地位未定的言论；美方过去没
有，今后也不会支持任何“台独”运动。美
方在1972年发表的“上海公报”中明确表
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
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
异议。”在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中，美方
也明确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
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 1982 年

“八·一七”公报中，美方申明无意侵犯中
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内
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政策。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上述政治承
诺，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是无法抹杀、无
法抵赖的历史事实。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一个中国原
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国际社
会普遍共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
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推动完成
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截至目前，在承认
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
系的国家已达181个。

然而，一段时间来，美国政府在台湾
问题上屡屡采取错误言行，不断提升美台
官方往来层级，加大军事勾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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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进一步拉帮结伙拼凑
反华遏华的“小圈子”，打着各种旗号纵容
支持“台独”分裂势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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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立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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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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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
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
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
法改变的！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
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台海
形势走向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的时代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
阻挡的！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
的历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
法阻挡的！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新华社北京8月 3日电 8月
3日，中共中央台办发言人受权就
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发表谈
话。全文如下：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
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大肆进行

“台独”分裂活动，甘当外部反华势
力马前卒，处心积虑制造“两个中
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其

“台独”分裂言行公然挑衅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公然挑衅国家法律尊
严，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
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
本利益，必须依法予以严惩。

国家追究“台独”顽固分子刑
事责任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宪
法明确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反分
裂国家法、国家安全法明确规定，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
割，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
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
人民的共同义务，任何个人和组
织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者从事危害
国家安全活动的，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刑法明确规定，组织、策
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
的，以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煽动
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以煽
动分裂国家罪定罪处罚；与外国
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上述
罪行的，依法从重处罚。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凡是
以身试法的“台独”顽固分子，我
们将采取刑事惩处措施，依法严
惩不贷，依法终身追责。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新华社记者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2日窜
访中国台湾地区，海外华侨华人对此予
以强烈谴责。他们表示，台湾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实现祖国完全
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大
势所趋、不可阻挡，坚决支持中国为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反制
措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改变。”俄罗
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原毅
说，“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严重损害中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

定，全体中华儿女强烈谴责、坚决反对。”
韩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会

长王海军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
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方式进
行干涉。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具有不容置疑的
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得到国际社会普
遍承认。”加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表
声明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
世界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

“我们绝不允许美国挑衅中国，绝不
允许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东部非洲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韩军说，“佩洛西的

窜访，严重伤害全世界所有中华儿女的
感情。任何想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
政、妄图破坏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行径，
都是在玩火。”

赞比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发表声
明说，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向“台独”势
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极具危险性、挑衅
性。这一行径是美国“以台制华”恶毒企
图的又一证明，它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
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践踏一个
中国原则，还将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损害中美关系。

“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
历史大势，也是所有华侨华人的心声。”
格鲁吉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于桦
说，“美国政客和‘台独’分裂分子的伎俩

不得人心，必将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维
护正义的人们的反对，注定不会得逞。”

约旦华侨沙全表示：“实现祖国完全
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无论
身在何处，我们都坚定支持祖国维护国
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意志与行动，坚决
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包括美国政客在
内的外部势力干涉。”

王海军表示，祖国统一大业是不可
逆转的历史必然，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
同愿望和坚定意志，旅韩华侨华人团体
坚决反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反对外
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将继续以实际行
动推动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8月3日表示，“台
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台湾民主
基金会”、“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打着“民主”和“合作发展”的幌子，
在国际上大肆从事“台独”分裂活
动，极力拉拢贴靠外部反华势力，
攻击抹黑大陆，以金钱等为诱饵拓
展台所谓“国际空间”，企图破坏国
际社会一个中国格局。大陆方面

决定对上述基金会采取惩戒措施，
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合
作，依法惩治为上述基金会提供资
助或服务的组织、企业、个人，以及
采取其他必要措施。禁止大陆组
织、企业、个人与为上述基金会捐
款的宣德能源、凌网科技、天亮医
疗、天眼卫星科技等企业进行任何
交易、合作，禁止有关企业负责人
入境。

海外华侨华人强烈谴责佩洛西窜访台湾

中共中央台办发言人受权就依法
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发表谈话

国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
关联机构予以惩戒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 3日答记者问时
表示，我们注意到，连日来，岛内反
对“台独”、主张统一的政党、团体
和人士纷纷就佩洛西窜访台湾表
达抗议，揭露佩洛西为个人政治私
利挑动台海紧张局势，愚弄台湾民
众，祸害台湾的卑劣伎俩；抨击蔡

英文及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
蓄意升高两岸对立，不断谋“独”挑
衅的恶劣行径。这是胸怀民族大
义的正义之举，反映了台湾民众拒
绝外部势力操弄，拒绝民进党当局
裹挟，要和平、要发展、要过好日子
的广泛民意。我们对此表示由衷
赞赏和充分肯定。

国台办表示对岛内人士正义之举
由衷赞赏、充分肯定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3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就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中
国台湾地区一事回答了记者提问。

“佩洛西危险挑衅行为纯
粹是为了捞取个人政治资本”

针对 8月 2日晚佩洛西发表声明称
美众议员代表团此次访台彰显美对台民
主的坚定支持，华春莹说，佩洛西窜访台
湾问题的实质绝不是什么民主问题，而
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佩
洛西的所作所为绝不是对什么民主的捍
卫和维护，而是对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的挑衅和侵犯。

华春莹表示，正如很多人一针见血
地指出，佩洛西危险挑衅行为纯粹是为了
捞取个人政治资本，而在这场丑陋的闹剧
当中，民主不过是美方惯用的廉价工具和
幌子，哗众取宠的是佩洛西个人，但遭殃
受害的是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从‘国会山冲击事件’、从弗洛
伊德之死、从罗布小学枪击案和死于新冠
肺炎疫情的100多万美国民众身上，看到
了佩洛西口中民主的虚伪和冷酷。从美
军在伊拉克、叙利亚所作所为和喀布尔大
撤退中看到这种民主的所谓承诺和‘强
大’。”华春莹说，作为美国政府三号人物，
面对自己国内积重难返的民主问题，佩洛
西花着纳税人的钱、坐着美国的军机窜台
作秀，干着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损害他国内政主权领土完整的勾当，
只能让世人更加看清美国的虚伪丑陋，使
美国的国家信誉进一步破产。连美国共
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都
说，“佩洛西没有留在美国，解决困扰美国
人民的问题。她已经掌握了几十年的权
力，而我们整个国家却在崩溃。这种捍卫
民主的假‘勇气’已经够多了。”

“我还想提醒佩洛西，她面对的是占

全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挑衅的是
14亿多中国人民。”华春莹说，民意不可
欺，民意不可违，佩洛西凭此“秀”到底流
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相信历史会给出
公正答案。

“美国官员在台湾问题上
真该好好补补课了”

有记者问：关于佩洛西窜台，美国政
府官员进行狡辩甚至倒打一耙。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美方官员是在竭力狡辩，甚至倒打
一耙，还在贼喊捉贼，反映出现在的美国
政府缺乏诚信，缺乏历史知识和反思反
省。”华春莹说，中国有句古话：人之患，
在于不读史。美国官员在台湾问题上真
该好好补补课了。

华春莹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
一个中国原则的核心内容，也是国际社
会 普 遍 共 识 和 国 际 关 系 基 本 准 则 。
1971年 10月，第 26届联大通过第 2758
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
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
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
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
出去”。包括美国在内，世界上已经有
181个国家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建
立了外交关系。

“历史上，台湾问题曾经是影响中美
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因为中方坚定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在这个问题上
做任何妥协和让步。”华春莹说，1971
年，美方向中方申明愿在台湾问题上奉
行新的原则，也就是美方承认世界上只
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
今后不会有任何台湾地位未定的言论；

美方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支持任何“台
独”运动。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访华期
间，向周恩来总理确认了上述原则。这
才诞生了“上海公报”。

华春莹说，美方在 1972 年发表的
“上海公报”中明确表示：“美国认识到，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
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
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方
的上述承诺，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
程。美方在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表示：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
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方在1982年发表的“八·一七”公报中
明确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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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无意侵犯中
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
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
台’政策”。

“正是基于上述三个联合公报，中美
关系在过去 40多年里总体实现了稳定
发展。”华春莹说。

“然而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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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梁换柱，炮制‘与台湾关系法’

‘对台六项保证’，并将其作为美方一个
中国政策的前提后缀，删除美国务院网
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等关键表述，
明目张胆地提升美台关系，变本加厉推
进对台军售，为‘台独’分裂活动撑腰打
气。”华春莹说，对于美国政府三号人物
窜台企图，美国政府本应严加约束，但却
放任纵容，这才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
根本原因和事实真相。

华春莹强调，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
明明白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

现状清清楚楚，国际社会对此也看得非
常清楚。连日来，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各
界人士纷纷发声反对佩洛西窜访台湾，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刚刚表示，联合国
将继续坚持 2758号决议及一个中国政
策。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华春莹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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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国家领土主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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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意志和
强大能力。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回答关于反制措施的提问时，华
春莹表示，中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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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切后果都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
负责，我们说到做到。“至于具体反制措
施，该有的都会有，有关措施将是坚决有
力和有效的，美方和‘台独’势力会持续
感受到的。”

华春莹强调，回望每一次美方主动
对中方挑起的挑衅，结果无一不是自取
其辱，自食其果。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
佩洛西等煽动香港“黑暴”势力，鼓吹所
谓“美丽风景线”，这恰恰加速了香港由
乱及治，由治及兴，使东方明珠重新焕发
出光彩，这次也毫不例外。佩洛西之流
企图同“台独”分裂势力勾连，“以台制
华”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螳臂
当车，不可能阻挡，只会加速中国统一的
历史进程。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就佩洛西窜访台湾回答记者提问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3 日电
（记者 刘欢 石龙洪）大陆方面决
定对“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台
湾民主基金会”、“国际合作发展基
金会”依法采取惩戒措施。多位专
家 3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有关措施正当必要、合法合规，
将更精准、有力打击和震慑“台独”
分裂势力及其分裂行径。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王海良
认为，此举显示我们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坚如磐
石，能力手段不断增强，依法打击
谋“独”行径说到做到、立竿见
影。有关措施出台，是对“台独”
势力的严厉警告和强力震慑，有
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保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
两岸同胞根本利益。

王海良分析说，“台湾民主基
金会”、“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打
着“民主”和“合作发展”的幌子，
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大肆从事

“台独”分裂活动，极力拉拢、贴
靠、勾结外部反华势力，攻击抹黑
大陆，以金钱等为诱饵为台拓展
所谓“国际空间”，企图破坏国际
社会一个中国格局，性质与影响
十分恶劣，必须予以惩戒，有力打

击其嚣张气焰。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台美

关系研究室主任汪曙申认为，有
关惩戒措施释放的信号清晰明
确，即大陆方面坚决反对和遏制
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行径，不
断升高遏“独”力度、精准度，扩展
遏“独”工具箱，对“台独”组织、机
构与国际反华势力勾连活动的打
击将进一步强化。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
张文生认为，有关惩戒措施是当
前严峻复杂台海局势下的必要举
措，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具有很
强针对性与可行性，能精准有效
切断“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的

“金脉”和“人脉”，有利于进一步
打击“台独”分裂活动，遏制台美
勾连和“台湾问题国际化”图谋。

张文生说，在实现祖国完全
统一的历史大势面前，任何形式

“台独”挑衅都注定失败。希望广
大台湾同胞深刻认识统一有好
处、“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的
道理，辨明是非、分清利害，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旗帜鲜明反对

“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
同致力于推进祖国统一、实现民
族复兴的历史伟业。

专家表示：

惩戒“台独”顽固分子关联机构正当必要

新华社南京8月3日电（樊斌
李秉宣）8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组织战区海军、空军、火
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
队等兵力，位台岛北部、西南、东南
海空域全天候实施实战化联合演
训，重点进行了联合封控、对海突
击、对陆打击、制空作战等演练，检
验了战区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东部战区海军出动海空兵力
位台岛周边海空域展开联合军事
行动。在预警机引导下，海军数
艘驱护舰位台湾海峡、台岛北部、
台岛西南和台岛以东海域展开实
战化警巡。海军航空兵多架次战
机抵近台湾海峡、台岛北部空域

实施空中警戒巡逻。全天，多个
岸海火力单元在战区统一指挥
下，对台岛周边重点舰船目标实
施了多波次模拟打击。

东部战区空军出动轰炸机、
歼击机等多型多架战机，赴台湾
海峡多个空域参加实战化演训任
务。多架预警机对台岛周边及任
务空域，进行联合侦察预警。在
多源情报信息支撑下，各型战机
按照作战编组，体系出击、协同作
战，对台岛周边目标进行全天候、
多方向、高强度抵近慑压和联合
海空突击。

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
障部队也组织了相关实战化训练。

东部战区全天候位台岛周边海空域
组织实战化联合演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