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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任何人想歪曲事實都是白費心機

回擊彭斯誣衊 中方促美停止詆毀
美
▼國副總統彭斯 日發表講話，聲稱中方干涉美國內
政和選舉，對中國內外政策進行無端指責
網絡圖片

▲月 日 ， 中 國 國 務 委 員 兼 外 長 王 毅 （ 前 排 中 ） 在 聯 合
國總部當場駁斥美方有關中國干預選舉的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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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林林總總涉華謬論
牽強附會

子虛烏有
無稽之談
謬論一：所謂中國內
外政策方向出現偏差
•中國將會繼續推進
全面深化改革，對外
開放的大門也只會越
來越大。同時，中國
致力推進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

謬論二：所謂中國干
預美國選舉
•《紐約時報》、《
華爾街日報》、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路
透社等美國和國際媒
體直言，美方指控沒
有真憑實據。

謬論三：所謂中國媒
體購買美國媒體版面
影響輿論
•中國有關媒體做法
根本不違反美國法律
規定，許多其他國家
的媒體也都這麼做。
美國人自己都承認這
一點。

倒打一耙

臆測想像

罔顧事實

謬論四：所謂中國通
過貿易反制打擊特定
選民

謬論五：所謂中國對
美發動網絡攻擊

謬論六：所謂中國 「
竊取」 美國知識產權

•美方一手挑起貿易
爭端，中方不得不作
出反應。美國的大豆
等農產品無辜 「躺槍
」 ，這與選區毫無關
係。

•中國是黑客攻擊等
網絡威脅的主要受害
國之一。「棱鏡門」主
角斯諾登公布的秘密
文件顯示，美國對全
球各地的監聽活動無
所不在、無孔不入。

• 數 據 顯 示 ， 2017
年中國已是國際專利
申請第二大來源國。
2001 年 中 國 對 外 支
付知識產權使用費只
有19億美元，2017年
已達到286億美元。

顛倒黑白
謬論七：所謂中國與
薩爾瓦多等國家建立
外交關係威脅台海穩
定
•台海和平穩定最大
威脅始終是 「台獨」
勢力及其分裂行徑。
美方卻一而再、再而
三地向 「台獨」 勢力
發出錯誤信號。

指鹿為馬
謬論八：所謂中國在
南海搞 「軍事化」
•中方在自己的島礁
上推進民事設施建設
，部署必要防禦設施
符合國際法。美方卻
藉 「航行和飛越自由
」 在南海地區加強軍
事部署。

挑撥離間
謬論九：所謂中國給
一些發展中國家帶來
「債務陷阱」

客商在中國紡織品服裝貿易展覽
▲
會上觀看服裝面料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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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合作論壇北京
峰會上，非洲各國領
導人紛紛表達了願與
中國實現互利共贏、
共同發展，孰是孰非
一目了然。
美
▼國知名越野車出口至中國
資料圖片

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4日晚在智庫發表講話，聲稱中方干涉美
國內政和選舉，對中國內外政策進行無端指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5日在應詢答問時表示，有關講話對中國的內外政策進行種
種無端指責，誣衊中方干涉美國內政和選舉，純屬捕風捉影、混淆
是非、無中生有。中方對此堅決反對。華春瑩強調，中國歷來堅持
不干涉內政原則，也根本沒有興趣去干涉美國的內政和選舉。
綜合記者 周琳、中新社報道

美國安部長打臉彭斯：
未見中國破壞中選行動
【大公報訊】據環球網報道：當地時間10月3日，美國國
土安全部部長尼爾森出席美國媒體組織的網絡安全峰會期間
表示，目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有外國對手嘗試破壞我們的選
舉活動，有關發言與特朗普總統上周在聯合國做出的表述有
明顯出入。
當日，尼爾森出席由美國《華盛頓郵報》舉辦的網絡安
全峰會，其間作出以上表述。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尼爾
森特別提到，有別於 「中方可能左右公眾觀感之行動」， 「
干擾選舉基礎設施」涉及選舉使用的點票機器和註冊選民資
料庫。據悉，尼爾森 「目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有外國對手嘗
試破壞我們的選舉活動」的表態，獲得SOS國際特別項目部
門總經理穆爾文、負責跟蹤中國黑客行為的網絡安全公司
Crowdstrike的聯合創始人阿博羅維奇的支持。
穆爾文闡述了他認為中國在進行的提高全球影響力的行
動，其重點是提升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和世界事務的積極力量
的形象。穆爾文指，目前為止還未看到中國為破壞美國中期
選舉而展開實際行動。阿博羅維奇指出，目前監測到的源自
中國的黑客行動，還沒有涉及破壞美國中期選舉的嘗試。最
近幾個月，特朗普政府曾經聲稱中國 「存在黑客行為」。這
些批評出現在中國、美國就多個問題發生意見嚴重分歧的時
刻。

此次演講中，彭斯在特朗普上周於
聯合國發表演講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大
肆誣衊中國干預美國選舉，竟稱中國動
用了 「隱蔽的行動人員、幌子組織、宣
傳機構來改變美國人對中國政策的看法
」，並通過關稅手段來打壓特朗普的票
倉。不過，特朗普和彭斯都沒有提出關
於中國干預選舉的有力證據。

專家：彭斯擺錯三個位置
就在彭斯講話之前不到24小時，美
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克爾斯滕．尼爾森剛
剛公開表示，迄今沒有發現有外國對手
嘗試破壞美國選舉的行動。她認為中國
在試圖向各國傳播有關中國的積極信息
，而不是干預美國的選舉。
「彭斯擺錯了三個位置，擺錯了中
國，擺錯了自身，也擺錯了雙方關係。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
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對大公報指出，
中國是全球經濟的貢獻者，並沒有佔別
國的便宜；對於 「干涉內政」的指摘相
反，國際都知道誰在干涉別國的內政；
在兩國關係上，中美永遠是合作共贏，
絕不是對抗競爭。如果美國擺不正位置
，脫離合作機制，對其自身沒有好處。
對於美方的無端指責，華春瑩5日在
應詢答問時強調，中國人民對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有高度自信。中國堅定不移推

國台辦斥彭斯涉台言論混淆是非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央社報
道：美國副總統彭斯4日講話中還就台灣、
南海、人權和宗教等問題對中方進行無端
指責、干涉中國內政。針對美國副總統彭
斯提到，中國說服3個拉丁美洲國家與台灣
斷交威脅台灣穩定，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
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5日表示， 「有關指責
混淆是非，毫無道理」。
馬曉光是在回答台灣媒體詢問時，透
過書面作上述表示。馬曉光說，關於中國
和3個拉丁美洲國家建交，國台辦已經多次
表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 「國際社會普
遍共識，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他表
示， 「有關指責混淆是非，毫無道理」。
而 「不承認 『九二共識』搞台獨」，才是
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

（來源：人民日報）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當天就此答
記者問時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
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方根本沒
有資格對有關國家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
同中方發展關係說三道四。
「台獨」勢力及其分裂活動是對台海
和平穩定最大的威脅。我們敦促美方切實
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與中方一道
反對和遏制 「台獨」，維護中美關係大局
和台海和平穩定。
在談及南海問題時，華春瑩說，中國
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
主權。中國在南沙自己的領土上建設必要
的國土防禦設施，是國際法賦予主權國家
的自保權、自衛權，與 「軍事化」無關。

進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任何
人想歪曲事實都只能是白費心機。

華經濟和外交廣受歡迎
華春瑩表示，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
發展道路，致力於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基礎上與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係，推進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始終是世界
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
際秩序的維護者。中國在世界各地的經
濟和外交活動受到各國普遍歡迎，我們
的朋友遍天下。中國絕不以犧牲別國利
益為代價發展自己，同時堅定捍衛自己
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美方把中美
之間的正常交流合作說成是中方干涉美
國內政和選舉是極其荒謬的。中國歷來
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我們也根本沒有
興趣去干涉美國的內政和選舉。到底是
誰動輒侵犯別國主權、干涉別國內政、
損害別國利益，國際社會早已看得很清
楚。任何對中國的惡意詆毀都是徒勞
的。
華春瑩表示，中國的對美政策是一
貫、明確的。我們致力於同美方一道努
力，實現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
作共贏。我們敦促美方糾正錯誤，停止
對中方的無端指責和詆毀，停止損害中
方利益和中美關係，以實際行動維護中
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人民日報評論：
美方造謠術並不高明
【大公報訊】近來，美國總統、副總統輪番上陣，在不
同場合聲稱中國試圖干預美國選舉，對中國內外政策進行無
端指責。5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文章說，美方的各種說法充
斥着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的過時觀念，不僅歪曲事實，還混
淆是非，存在事實性、邏輯性和時代性錯誤。
文章歸納並列舉了美方的九大謬論，包括所謂中國內外
政策方向出現偏差、中國干預美國選舉、中國媒體購買美國
媒體版面影響輿論、中國通過貿易反制打擊特定選民等。
美方為何仍然要挖空心思地羅織 「罪名」，把 「干涉美
國內政」等多個黑鍋甩給中國呢？美國一些媒體和智庫已給
出了答案：一是轉移焦點。美國國內 「通俄門」調查令一些
人坐卧不安，於是就要多拉幾個國家進來墊背，將水攪渾。
二是抬升選情。即將於11月6日舉行的中期選舉是當前和下階
段美國國內政治的核心議題，打 「中國牌」、找 「替罪羊」
，就成了一些美國政客博取選票的手段。三是對華加壓。中
美經貿戰，美方久攻不下，只有提高調門、升級行動，逼迫
中國屈服。
文章強調， 「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是對中美關係本質
的最真實寫照。美國政府和社會各界應該深思，冷戰已經過
去近30年了，美國真的想走歷史的老路複製 「麥卡錫主義」
的鬧劇嗎？

崔天凱批美貿易談判誠信不足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
美國大使崔天凱3日在接受美國全國公共廣
播電台（NPR）採訪時表示，希望中美雙
方通過談判協商解決問題。他說，談判協

▲美國孩子在紐約華人博物館內學寫中
國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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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要取得成功，需要雙方展現足夠的善意
和誠信，但目前美方誠信不夠。
在被NPR早間新聞主持人英斯基普問
及中美貿易戰問題時，崔天凱說，首先，
我們不想和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發生貿易
戰。其次，我們希望中美雙方通過談判協
商解決問題。但談判協商要取得成功，需
要雙方展現足夠的善意和誠信。坦率講，
美方誠信不夠。美方立場一直在變，導致
中方不能確切地知道美方到底想要什麼。
與此同時，美方有些人企圖推動一個美國
完勝、而中國完輸的結果，這不公平，也
不可能實現。中方願意與美方達成協議，
也願意做些讓步，但這需要雙方的善意。
英斯基普還問到如何看待美國政府考
慮禁止中國留學生在美大學學習，崔天凱

說，如果此事屬實，情況會很危險。他說
，現在有大量中國學生在美留學，也有越
來越多的美國學生赴華學習。這樣的人員
往來構築了中美兩國友誼和合作的基礎。

美危及世貿組織生存
此外，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4日在英
國主流大報《每日電訊報》紙質版和網絡
版同時發表署名文章，題為《中國不容叢
林法則破壞國際貿易體系》。
文章指出，美國一味強調 「公平貿易
」，追求絕對 「對等開放」，無視發展中
國家發展權，勢必會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和
產業造成衝擊，造成更大範圍的不公平。
美國的所作所為使世界貿易組織面臨生死
存亡關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