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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军事反制行动是针对美台勾连的严正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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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美谋独”必将失败

此次军事演训有力有效
震慑效果前所未有

这次联合军事行动与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
又展现出怎样的决心、意志和能力？军事专家孟祥
青表示，总体上看，这次行动有力而且有效，特别
是有一系列重大突破。

此次解放军在六个区域展开一系列联合军事
行动。这六个区域，首先是平潭岛的东部，这正好
是海峡两岸最窄的地方，等于对“台独”构成了直
接威慑。第二、第三个区域是在整个台湾岛的北部
和东北部，靠近台湾基隆港的外海，等于可以直接
封锁台湾的基隆港。第四个区域是东部区域，正好
靠近台军的两个重要军事基地，一个是花莲军事基
地，一个是台东军事基地，对花莲、台东军事基地构
成了正面打击之势。第五个区域即东南演训区域，
是台湾垦丁半岛的东南，垦丁半岛的东南就是巴士
海峡，等于解放军可以封锁巴士海峡。第六个区域
是西南区域，正好是在高雄、左营区域，对整个东
南、西南部的军事基地构成了正面威慑。这六个区
域形成了对台湾岛的合围之势。

孟祥青表示，这次联合军事行动有重大突破，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此次联合军事行动的
范围之广，是我们过去任何一次对“台独”威慑军事
行动前所未有的。第二，此次联合军事行动靠近台
岛之近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三，这次对“台独”和对外
部势力的震慑效果之好也是前所未有的。

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此次联合军事行动，从
演习兵力上来讲，包括陆海空、火箭军、战略支援部
队等等，联合作战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演习课目比
较多，包括对海对空的课目。同时在台岛周边设立六
个演习训练区，进行海空联合训练、远火实弹射击，
以及常导试射，表明解放军完全可以控制台岛出口，
对于“台独”分子有很大的震慑作用，这也表明中国
人民解放军具有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孟祥青表示，经过这么多年的国防、军队现代
化，格局一新、面貌一新、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无
论是武器装备水平还是人员素质，都得到了大幅
度提升，这都为未来我们实现国家统一创造了非
常好的条件，形成一个越来越有利于我们的新战
略格局、战略态势。你进一尺，我就敢还你一丈，无
论是美国等外部的干预势力，还是“台独”势力，越

是挑衅，越会为我们未来的统一创造有利机会。

国防部就军事反制行动表态：
中国军队说话是算数的

8月4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就我系列
军事反制行动发表谈话。

谭克非说，8月2日，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此举与美方不支持“台独”的承诺
背道而驰，是对中方严重的政治挑衅，是对中美两
国两军关系的严重破坏，是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巨
大冲击和威胁。中方对此强烈愤慨、强烈反对。中
国军队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对海突击、
对陆打击、制空作战等多课目针对性演练，组织精
导武器实弹射击，就是针对美台勾连的严正震慑。

我们正告美方和民进党当局，“以台制华”注定
徒劳，“挟洋自重”没有出路。美台勾连挑衅只会将台
湾推向灾难深渊，只会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祸
害。我们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为任
何形式的“台独”行径和外部干涉留下任何空间。

军演会否成为台海局势“新常态”
取决于美方和“台独”怎么做

8月4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
会。有记者提问，现在的军演是否会成为未来台海
局势的一种“新常态”？

华春莹表示，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来没有分割
过，一段时间以来，“台独”分裂势力和美国政府相互
勾连，美国不断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包括加大对台售
武，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对中国政府作出的承诺。特
别是佩洛西一意孤行，冒天下之大不韪窜访台湾，这
是美台实质关系的严重升级。我们不能再允许美国以
这种“切香肠”的方式步步紧逼中国的底线和红线。

“对于这种严重挑衅行为，严重危害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我们不得不采取坚决行动来
显示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华春
莹说，至于这个会不会成为新常态，取决于美方和

“台独”分裂势力会怎么做。他们一天不停止分裂
中国的企图，中国就一天也不停止坚决捍卫主权
和领土完整来展现决心意志和能力。

据新华社、央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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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
会。有记者提问：3日，七国
集团外长和欧盟外交与安
全政策高级代表发表联合
声明。外交部有何回应？

华春莹指出：“七国集
团外长的这份声明让人有
时空混乱的感觉，这几个国
家的外长显然还以为自己
生活在120多年前的八国联
军时代。今日世界早已不是
帝国主义列强可以在中国
大地上耀武扬威、为所欲为
的世界，今天的中国也不是
100多年前任人欺负、任人
宰割的旧中国，他们的列
强梦应该醒醒了！”

华春莹强调了四点：
第一，中国有权维护主权
和领土完整。当前台海局
势持续紧张，根本原因是
美方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
严正交涉，纵容美国政府
三号人物乘坐美国军机窜
访中国台湾地区。这严重
损害国际关系基本原则，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领土完
整。

勿谓言之不预也。美
方恶意挑衅在先，中方正
当防卫在后。面对公然侵
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各种挑衅，中方采取反制
措施都是正当的，也必然
是坚决的、有力的。

第二，一个中国原则
是七国同中国建交的重要
政治基础。中方一贯坚决
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地区进行任何
形式的官方往来。七国政府的立法
机构负责人理应遵守政府承认和
承诺的外交政策。如果有关国家政
府对其违反本国外交政策行为无
所作为，放任自流，只能证明其政
治功能治理无效，在国际上背信弃
义。在最严重的问题上玩弄文字游
戏或者是偷梁换柱，没有任何意
义，也不会有任何效果。

第三，一个中国原则只有一
个版本一种含义，那就是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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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第二
十六届联大通过的第2758
号决议明确规定的，是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包
括七国在内的181个国家
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
系的政治基础，不允许私
塞任何前提后缀，也不允
许任何歪读、曲解。

第四，无论从历史还
是现实看，以美国为首的
七国集团成员都是侵略胁
迫的形象代言人。说到“侵
略”或者“胁迫”，这顶帽子
还请七国集团的国家自己
来戴。这七国不要忘了，他
们也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他们的观点只是极少数。
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日
前指出的，七国集团在国
际上大搞专制独裁，这一
点在这个声明当中也得到
充分的体现。华春莹说：

“我想再次提醒这7个国家
的外长，现在已经是21世
纪的第三个10年了，如果
脑子还停留在100多年前，
是要出问题的。”

“再次强调，当前台海
局势出现任何紧张，都是
美方一手造成的，其根源都
是佩洛西出于一己私利，一
意孤行，执意窜台，严重违
背一个中国原则。”华春莹
说，“美方如果真心维护台
海和平稳定，最重要、最关
键的是，立即言行一致、不

折不扣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遵守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有记者提问，国务委员兼外
长王毅和日本外长的会见取消，理
由是什么？华春莹表示，“中方不再
安排中日外长在金边会晤，因为日
本伙同七国集团国家和欧盟发表
无理指责中国的共同声明，颠倒黑
白，替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张
目，中国人民极为不满。”华春莹
说，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负有历史罪
责，没有任何资格就涉台问题说
三道四。 据中新社、新华社

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
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3日申明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

在联合国全球粮食、能源和
金融危机应对小组报告发布会上
被记者问及佩洛西窜访台湾一事
时，古特雷斯说：“我们的立场十
分明确。我们遵守联合国大会决

议，遵守一个中国原则。我们所有
的行动都以此为依据。”

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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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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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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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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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台独”分裂
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国各
民主党派对此坚决反对，表示强
烈愤慨和严厉谴责。

各民主党派在声明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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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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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任
何国家以任何方式插手台湾问
题。坚决支持中国政府为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
必要措施。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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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8月4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对台岛东部
外海预定海域，实施多区域、多型号常导火力突击，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

整个实弹发射训练任务已圆满完成，解除相关海空域管控。
另据东部战区消息：8月4日13时许，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陆军部队，在台湾海峡实施了远程火

力实弹射击训练，对台湾海峡东部特定区域进行了精确打击，取得了预期效果。

8月4日下午，东部战区火箭军部队对台岛东部外海预定海域实施常导火力突击，全部精准命中目标。 图据央视

王毅就美方侵犯中国主权的挑衅行为进一步阐述中方立场

坚决抵制美方的公然挑衅和政治赌博
据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2022年8月4日，国务

委员兼外长王毅在金边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
期间，就美方侵犯中国主权的挑衅行为进一步阐
述中方立场。

王毅表示，美方践踏国际法，违背双边承诺，
破坏台海和平，支持分裂主义，鼓吹阵营对抗，是
对中国人民与爱好和平的地区各国人民的公然挑
衅，是必然带来恶劣影响的一场政治赌博。

王毅说，佩洛西的表演，是美国政治、美国外
交和美国信誉的再一次破产，证明美国是台海和
平的最大破坏者，是地区稳定的最大麻烦制造者，
证明美国的“印太战略”极其具有对抗性和危害
性，证明美国对国际规则的虚伪与双标。如果中方

不对美方这种狂躁、不负责任、极不理性的行径予
以坚决抵制，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际关系原
则将成为一纸空文，各种分裂分子和极端势力将
会变本加厉，本地区得来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将
受到严重损害。

王毅强调，中方当前和今后采取的综合措施，
是必要、及时的防守反制，经过慎重考虑和认真评
估，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符合国际法和国内
法，是对挑衅者的警示，也是对地区稳定和台海和
平的维护。

各方应认清当前危机的肇因和实质，共同反
对美方的冒险与挑衅，继续支持中方的正当立场
与举措，共同维护地区和台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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