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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国 会 众

议 院 议 长
佩洛西于2日窜
访 中 国 台 湾 地
区。全国人大、
全国政协、外交
部、国防部、中
央台办等部门随
即发表谈话或声明，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和严厉谴责，并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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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日晚开始，俄罗
斯、古巴、朝鲜、叙利亚等国以及联合
国、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国际组织密集发
声支持中方立场。此外，包括美国前驻
华大使博卡斯等各国前政要在内的许多
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也纷纷发声。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日表示，这么多
的正义之声充分表明国际社会对佩洛西
窜访台湾的本质和意图看得清清楚楚。

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 2 日晚发表
声明称，俄方视佩洛西访台为公然挑
衅，同美方全面遏华的侵略性方针一脉
相承。俄方认为台海两岸关系纯属中国
内政，中方有权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必要
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俄方
原则立场是一贯的：只有一个中国，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
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俄方敦促美方切勿采取破坏地区稳定和
国际安全的行径，接受美国霸权已无立
足之地的新地缘政治现实。

白俄罗斯外交部 2 日发表声明称，
完全认同我们的战略伙伴中华人民共和
国对华盛顿旨在干涉中国内政和升级局

势的破坏性行为的关切。白方支持台湾
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和平发
展关系，支持中方为实现国家统一持续
采取的措施。

2 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就
佩洛西窜访台湾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尊重各国主权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
之一。尊重其他国家领土完整是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
伊朗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最近美国
政客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领土完整
的举动引发紧张局势，这是美国在世界
各地进行干涉的例证。这只能加剧动
荡、扩大纷争，伊朗对此表示谴责。

叙利亚政府 2 日也发表声明，强烈
谴责美方对中方前所未有的升级行动和
挑衅政策。声明表示，佩洛西众议长有
意在其亚洲之行窜访台湾，丝毫不尊重
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是与国际
法不相符的敌对行径，也是美国立法机
构和行政部门为持续在亚太地区和世界
其他地区制造紧张局势采取的不负责任
行径，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宁，并为
全球本已敏感脆弱的局势增添动荡不安。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 2 日
发布新闻稿，重申该国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坚决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巴方对不断演变的台海局势

深表关切，认为将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
严重影响。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黎氏秋姮 3 日就
当前台海局势应询表示，越方坚持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克
制，不使台海局势紧张，为维护地区乃
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合作与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一些国家还通过社交网络平台表达
对佩洛西窜访台湾的反对与对一个中国
原则的支持。古巴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
3 日发表该国外交部声明称，古巴重申
无条件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
该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古巴外交
部表示，坚决反对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行径，谴责干涉中国内政，并强
调其对紧张局势加剧和由于美国及其盟
国在台湾海峡频繁军事出现及实施侵略
性政策、有系统售卖军火等破坏地区及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直接导致台湾
周边局势恶化的担忧。

委内瑞拉外交部 3 日在推特发文表
示，佩洛西窜访台湾系对中国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挑衅和威胁。委内瑞拉始终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方捍卫国
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也
表达对佩洛西窜访台湾的立场。联合国

秘书长发言人迪
雅里克谈及佩洛
西访台一事时表
示，联合国在这
个 问 题 上 的 政
策 ， 遵 循 1971
年联合国大会关
于一个中国的第

2758号决议。阿拉伯国家联盟首席助理
秘书长兼秘书长办公室主任扎齐2日在
阿盟官网发表声明表示，应遵守一个中
国原则，反对违反联合国有关决议、破
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阿盟支持中
国主权及领土完整，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原则。

上海外国语大学台湾问题学者、上
海市台湾研究会理事文少彪 3 日接受

《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佩洛西窜
访台湾引发全球关注，国际社会担心美
国政府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挑衅举动会
导致台海局势失控，中美对抗加剧不但
会削弱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甚至可能
引发更广泛的系统性危机。一个中国原
则是管控中美关系的关键“护栏”，也是
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基本
要求，国际社会纷纷谴责美国单方面翻
越“护栏”行为，足以表明维护一个中
国原则是世界人心所向，而破坏一个中
国原则必然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和反对。

文少彪提到，中方已经采取的一系
列措施传递出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并最终
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和信心。同时，这
也向国际社会传递出我国拥有维护、主
导台海局势的战略定力和能力，对于任
何挑战、破坏我国核心利益的行为，我
们都会做出快速而坚决的反制。▲

本报记者 赵觉珵 本报特约记者 王 臻

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谴责干涉内政行径谴责干涉内政行径

窜访完中国台
湾地区，美

国国会众议院议
长佩洛西3日又马不停蹄赶往韩国。然
而佩洛西人还没到，韩国媒体就已经
开始担忧。韩联社3日报道称，佩洛西
访问台湾导致美中紧张局势升级。鉴
于韩国既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盟
友，又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协调管
控对美、对华关系成为韩国当前最重
要的外交课题。

据 韩 国 “Edaily” 新 闻 网 3 日 报
道，佩洛西当日晚间乘专机飞抵位于
韩国京畿道的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
地，展开两天一夜的访问。4 日上午，
佩洛西将和韩国国会议长金振杓等会
面，就两国间主要议题进行讨论。《首
尔经济》称，4日下午，佩洛西将前往
板门店共同警备区，届时她是否会释
放对朝信息引发关注。此前有韩媒
称，正在休假的总统尹锡悦或于4日会
见佩洛西。不过韩联社称，韩国总统
府相关人士否认这一说法，表示双方不
曾就会晤进行沟通。“Edaily”新闻网提
到，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都是美国拉
入“芯片四方联盟”的对象。随着美

中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韩
方如何表态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韩联社3日援引专家分析称，从大
框架来看，美中矛盾激化有可能成为
制约韩国外交的因素。报道提到，韩
国政府对佩洛西访台持谨慎态度，并
密切关注其将给美中关系等区域局势
带来的影响。报道认为，若美中关系
围绕台湾问题变得愈发紧张，韩国面
临的“选边站队”压力有可能进一步
加重，且寻求朝核等半岛问题解决方
法的难度也会加大。报道称，朝核问
题是美中合作的代表性问题，因此两
国的“矛盾管理”越顺畅，解决的空
间就越大。

韩国纽斯频通讯社3日援引相关分
析称，若美中矛盾因佩洛西访台而激
化，将对半岛局势产生负面影响。尤
其是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韩国也将受
到直接或间接影响，如驻韩美军的转
移等。

韩国 《亚细亚经济》 分析称，对
美国来说，台湾不论在地缘政治还是

经济方面都非常
重要。台湾不仅
位于美国阻止中

国 （大陆） 在南太平洋地区扩张军事
影响力的前线，也是为维持技术霸权
而构建的“芯片四方联盟”的核心。
报道提到，佩洛西此次窜访台湾还会
见了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报道认
为，在中国强烈反对的“芯片四方联
盟”中，韩国处于矛盾格局中心。如
果美中矛盾加剧，韩国的活动空间必
然也会缩小。《亚细亚经济》还称，如
果中国 （大陆） 对台湾动武，有美军
驻扎的韩国和日本很可能也会卷入纷
争。

韩国MBN电视台也认为，佩洛西
访问台湾导致美中矛盾加深，半岛有
可能受到影响。美国此前要求韩国在
本月末前答复是否加入“芯片四方联
盟”，中国已对有关事宜表明反对立
场，在韩国加入几成定局的情况下，
预计韩政府今后将面临更艰难抉择。
尤其是面临俄乌冲突长期化的现状，
如果美中围绕台湾的矛盾加深，那么
包括阻止朝核试验等在内的国际合作
可能会被推后。▲ （韩 雯）

“我希望英国方面不要被美国带偏节
奏、跟风效仿。我们奉劝英方不

要低估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自己
作出的承诺。”针对有英媒报道称，英国
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正计划今年晚些
时候组织议员访问台湾一事，中国驻英国
大使郑泽光在当地时间2日举行的记者会
上做出上述回应。

英国《卫报》日前报道称，英国议会
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正计划于11月或12
月初组织议员访问台湾。消息人士透露，
有关访台行程原本安排在今年年初，但因
代表团一名成员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而推

迟。代表团可能由现任英国议会下院外交
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达特带队。消息人士
还称，由于图根达特在保守党党魁选举中
力挺现任外交大臣特拉斯，一旦后者成功
当选，并成为英国首相，那么图根达特可
能卸任主席职务并进入新政府内阁。不过

“无论谁是下一任主席”，都会继续推进访
台行程。外交事务委员会称，在调查英国

“印太倾斜”政策背景下，该委员会“一
直打算访问台湾”，但“出于安全考量及
常规做法”，拒绝就出访细节发表评论。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2日就有关问
询表示，中英两国在 1972 年 3 月 13 日发
表了中英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英方
在公报中明确表示承认中方关于台湾是中
国一个省的立场，并承诺仅和台湾保持非
官方关系。这个公报是中英建立和发展外
交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英方必须
严格恪守。无论所谓“助台自卫”，还是
派议员访台，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英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也必将给中英关系带来严重后果。“我们
奉劝英方不要跟着美国‘玩火’，因为玩
火者必自焚！”▲

佩洛西到访，韩国心态复杂

英议员想访台英议员想访台？？
我大使批驳我大使批驳

日本《每日新闻》3日援引多名日本
政府人士的话报道称，针对正在

开发中的反舰导弹，日本政府确定了将
提前予以部署的方针，而原计划的部署
时间是2026年以后。《每日新闻》分析
称，随着中国军力的不断提升，日本政
府意在加速强化防卫能力。

日媒称，日本政府拟提前部署的是
让日本陆上自卫队使用的 12 式反舰导
弹的改良款。反舰导弹从地面展开的车
辆上发射，能够摧毁敌方舰艇。2020
年 12 月，作为增强“独立防御能力”
的一环，日本政府决定将反舰导弹远程
化。针对改良款反舰导弹的开发过程，
日本政府此前决定在2021年至2025年

进行试验品的制造、发射以及性能评
估，目标是在 2026 年以后实现改良款
反舰导弹的批量生产和部署，但如今则
将目标时间提前至 2023 年度以后。据
称，日本政府计划采取所谓“敏捷开
发”的方式，在反舰导弹开发完成前，
且具备一定性能的阶段就试用，从而尽
早让部队完成部署。

据报道，改良款反舰导弹的射程在
900-1500公里，远高于现行的拥有200
公里射程的 12 式反舰导弹。日本政府
正在研究拥有打击对方导弹发射据点等
目标的“反击能力”（对敌方基地攻击
能力）问题，这一改良款导弹也有可能
用于实施反击。日本防卫省将在本月底

截止的 2023 年度预算申请
中加入有关提前部署改良款
12式反舰导弹所需经费的内

容。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自民党4月就
曾提出要在开发完成前部署相关装备。

有分析认为，日本近年来多次以炒
作周边安全威胁的方式来升级自身军
备、增加防卫预算，而此次之所以急匆
匆地要提前部署反舰导弹，名义上是

“保护”自身安全，实质是为了更加紧
密地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

对于日本的军事动作，中国外交部
发言人曾表示，日本一些人长期渲染炒
作所谓外部威胁，借此谋求自我松绑，
搞军事安全政策突破。我们敦促日方认
真汲取历史教训，诚实履行“专守防
卫”承诺，以实际行动继续走和平发展
道路。▲ （程 凯）

日本拟提前部署研发中的反舰导弹

国际社会发声支持中国维护主权

本报驻英国特派记者 周卓斌
本报特约记者 甄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