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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一意
孤行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蔡英文
及民进党当局极力逢迎，奴颜婢
膝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在事关国
家统一、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面
前，民进党当局完全丧失起码底
线，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
衅，“倚美谋独”动作频频，不断将
台湾推向险境，是不折不扣的民
族罪人。

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的拙劣
表演，凸显其分裂国家的政治本
质。蔡英文上台以来，拒不承认
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单
方面破坏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不
断抛出充斥“两国论”的分裂谬
论，煽动“反中仇中”，在岛内全方
位推行“去中国化”，操弄“法理台
独”，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基础。

为争取所谓外部“支持”和
“保护”，民进党当局加紧勾连外
部反华势力，甘当“马前卒”。在

政治上不断提升台美互动层级，
迎合美西方论调，渲染所谓“中国
威胁”；在军事上深度参与美“印
太战略”，谋求美扩大对台军售，
加紧“以武拒统”；在经济上声称
要与大陆“脱钩断链”，以融入美
西方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幻象为自
己壮胆。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
到处散布“台湾地位未定”“台湾
前途自决”等谬论，攻击联合国大
会第2758号决议，蓄意挑战一个
中国这一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蔡
英文及民进党当局执意推动佩洛
西窜台，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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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与佩洛西见面时一唱
一和，把“台独”分裂图谋包装成
所谓“坚守民主”，纯属颠倒黑白、
混淆视听。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
根源是“台独”势力和外部反华势
力沆瀣一气、勾连作乱。无论蔡

英文和民进党当局怎么狡辩和粉
饰，都是徒劳的，其两岸冲突的制
造者、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台
湾民众利益的加害者的恶行洗刷
不掉！

民进党当局汲汲营营于佩洛
西窜访，还有一个“不能说的秘
密”。民进党执政荒腔走板、乱象
频仍，防疫无能导致近 460 万人
染疫、确诊病例死亡率远高于全
球均值，百业萧条，民众怨声载
道。为拉抬将于年底举行的“九
合一”选举的声势，民进党急需转
移民众对其执政无能和绿营参选
人丑闻不断的不满，佩洛西窜访
被其视为捞取选举利益的有效工
具。政党私利凌驾于中华民族大
义，选举利益重于台湾民众福祉，
民进党的卑劣政治底色在与佩洛
西联合表演的这出闹剧中，再次
暴露无遗。

国家统一是大势，大势不可
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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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
人民解放军8月4日12时至7日
12时，在台岛周边海域和空域进
行重要军事演训行动，并组织实
弹射击，就是针对美台勾连的严
正震慑。大陆方面决定对“台独”
顽固分子实施刑事惩处，对其关
联机构依法予以惩戒，1 名“台
独”分子随即被国家安全机关依
法审查。

大势不可逆，民意不可违。
佩洛西窜台，激起包括台湾同胞
在内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进一步凝聚了保持台海和平稳
定、期盼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
主流民意。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认
识到，外部势力操弄涉台议题，谋
的是政治私利，打的是“以台制
华”的主意，图的是军火买卖的生

意，牺牲的却是台湾民众的利
益。有民调显示，逾六成台湾网
民不欢迎佩洛西窜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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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表达抗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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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出岛内拒绝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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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铁
的事实，撼动不了中国统一大
业。统一有好处、“台独”是绝路、
外人靠不住。我们正告蔡英文及
民进党当局，“倚美谋独”的图谋
注定落空，任何出卖民族利益、搞

“台独”分裂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必将遭到历史清算。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新华社记者

民进党当局“倚美谋独”必遭历史清算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针对美国国会

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
涉，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 8 月 5
日宣布采取以下反制措施：

一、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二、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三、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会议。
四、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
五、暂停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合作。
六、暂停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
七、暂停中美禁毒合作。
八、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

外交部宣布针对佩
洛西窜台反制措施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美国国会众议
长佩洛西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
执意窜台，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践踏一个中国
原则，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针对佩洛
西恶劣挑衅行径，中方决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对佩洛西及其直系亲
属采取制裁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
中方对美国国会众议
长佩洛西实施制裁

新华社联合国 8 月 4 日电
（记者 王建刚）针对美国国会众
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阿卜杜
拉·沙希德 4 日重申，联大遵守

第 2758号决议。
沙希德在接受新华社采访

时说，他针对佩洛西窜访台湾
地区这一事件的立场同联合国
秘书长保持一致。“联大将遵守

有关此事的相关决议。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大）通过
的第 2758 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
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针对佩洛西的窜访，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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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大主席：

在台湾问题上，联大遵守第2758号决议

新华社洛杉矶 8 月 4 日电
（记者 黄恒）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
部 4日宣布猴痘疫情为该国公共
卫生紧急事件，称此举将提升全美
对这一传染病的应对水平，但不少
专家警告说前景恐怕不乐观。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4 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本次猴痘
疫情以来，全球已累计报告猴痘

病例约 2.68 万例，美国已报告超
过 7100例，是目前全球确诊猴痘
病例最多的国家。美国猴痘病例
较多的州有纽约州、加利福尼亚
州和伊利诺伊州等，这三个州此
前已分别宣布进入猴痘疫情紧急
状态。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4日
宣布猴痘疫情为公共卫生紧急事

件，并称有信心通过各项防控措
施在猴痘疫情进一步扩散前将其
控制住，但众多专家对此表示质
疑。他们说，美政府正在犯下与
新冠疫情出现时同样的应对不力
错误，在病例数据采集、检测和疫
苗方面都处于落后和混乱状态。

美国耶鲁大学传染病和物资
政策建模专家格雷格·贡萨尔维

斯 3日在社交媒体上指责美卫生
与公共服务部所称的现有超过猴
痘疫情所需的疫苗、检测和治疗
资源并不存在。

世界卫生组织已于7月23日
宣布多国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
世卫组织当前可以发布的最高级
别公共卫生警报。

美国宣布猴痘疫情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新华社南京8月5日电（记
者 李秉宣、韩学扬）8 月 5 日，中
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
继续在台岛北部、西南、东部海空
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检验提
高战区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东部战区海军 10 余艘驱护
舰艇在台岛周边海域展开联合封
控，连续组织昼夜间模拟对陆打
击、综合攻防、联合反潜等实战化
演练，提升舰艇核心作战能力。
多艘护卫舰、导弹艇和多个机动

岸导火力单元对海上重要目标实
施火力追瞄，展开模拟突击。

东部战区空军多波次出动歼
击机、轰炸机、预警机、电子侦察
机等多型战机赴台岛周边实施侦
察预警、制空作战、支援掩护、空

中打击等实战化演训任务。东部
战区陆军远程火力、火箭军常规
导弹任务部队继续保持备战状
态，遂行支援策应任务。

各任务部队始终保持高度戒
备，随时准备应对一切突发情况。

东部战区继续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实战化联合演训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俄罗
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方面
4日说，三艘运粮船将于5日从乌
克兰两个港口出发，向外运送共
计超过5.8万吨玉米。

由上述四方代表组成的联合
协调中心说，两艘运粮船将从黑
海港口切尔诺莫斯克出发，一艘
驶向土耳其西北部港口卡拉苏，
另一艘驶向英国东部港口蒂斯波

特；第三艘船将从黑海港口敖德
萨出发，驶向爱尔兰南部港口林
加斯基迪。

联合协调中心说，预计三艘
船都将于当地时间 5 日出发。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 4 日报
道，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
恰武什奥卢当天与联合国秘书
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通电话，
讨论落实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

相关协议。
7月22日，俄罗斯、乌克兰就

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事宜在土耳
其城市伊斯坦布尔分别与土耳其
和联合国签署相关协议，内容包
括在伊斯坦布尔建立联合协调中
心并确保粮食运输安全，敖德萨
等 3个乌克兰港口将开始向外运
出粮食和化肥等。

本月 1 日，首艘运粮船从敖

德萨出发，前往黎巴嫩。乌克兰
农业政策与粮食部第一副部长塔
拉斯·维索茨基2日说，已有十余
艘船做好从乌克兰港口外运粮食
的技术准备。

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
国。据报道，受俄乌冲突升级影
响，现有超过 2000万吨乌克兰谷
物滞留在敖德萨港无法运出。

（郑昊宁）

第二批运粮船将从乌克兰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