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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6 日应
询表示，民进党当局借所谓“过境”
美国图谋美台官方接触、 寻机进行
谋“独”操弄，是其“倚美谋独”一贯
伎俩。 无论以什么名目、 玩什么花
招， 都改变不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我们
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
任何形式官方往来。 我们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
公报规定，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
误信号。 挺台谋“独”只会进一步损
害台海和平稳定， 只会招致玩火自
焚的后果。

朱凤莲是在当日国台办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的。

她在答问时还指出，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
家里事。 我们相信两岸中国人完全
有智慧 、 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问
题。

出卖中华民族利益
“凯子外交”徒增笑柄

针对美日频频插手台海局势，
朱凤莲表示，最近这类消息不少，我
们密切关注。她强调，台湾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绝不允
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 任何方式
插手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也绝
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以武谋
独”。

在回答有关问题时， 朱凤莲表
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
国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
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
识。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祖
国统一大势。民进党当局谋“独”挑
衅， 逆历史潮流， 出卖中华民族利
益，损害台湾民众利益，彻底失败是
早晚的事。 相信所剩无几的台所谓
“邦交国”终将认清大势，站到历史
正确的一边。

发布会上，朱凤莲还应询指出，
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 花巨
款、当“凯子”，在国际上谋“独”，
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们花的都是台
湾老百姓的血汗钱， 是不折不扣的
“金钱外交”“凯子外交”， 不仅徒
增笑柄，更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我们相信，有
关国家会充分认识这点， 妥善处理
涉台问题。

“台独”挑衅不停、不减
解放军演训活动不会少

朱凤莲应询表示，新的一年，我
们将密切关注“台独”分裂势力及
其分裂活动，露头就打。 2022 年对
台工作的落脚点都是在扎实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
国统一进程上。

回答有关问题时，朱凤莲还指
出，“台独” 分裂势力和台湾民众
是不同的。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
活动，目的是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
出去， 危害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 解放军采取演训活动就是为了
反对“台独”，为了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 如果“台独”挑衅不

停、不减，解放军演训活动只会多、
不会少。

针对有关“上海 - 台北城市论
坛”的提问，朱凤莲表示，加强两岸
交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
符合两岸同胞利益福祉。多年来，上
海和台北通过城市论坛深入探讨和
交流城市发展经验， 巩固和拓展各
领域合作， 已签订 39 个合作备忘
录， 给两个城市的居民带来很多实
实在在好处。对这样的好事，我们要
珍惜、维护，而不是设置障碍。

借“纪念蒋经国”作秀
望岛内识民进党险恶用心

朱凤莲应询指出， 蒋经国先生
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主张
国家统一，生前曾表示“我是台湾
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两
岸关系缓和作出积极努力。 民进党
政客加深勾连外部反华势力进行谋
“独” 挑衅、 煽动两岸民众敌对敌
意， 又借纪念蒋经国先生扭曲历史
事实、进行政治操弄、煽动所谓“抗
中保台”，本质是误导台湾民众，谋
取一党一己私利。

发布会上， 有记者问及对民进
党当局近日借“纪念蒋经国”政治
作秀有何评论， 朱凤莲作了上述回
应。 她表示， 希望岛内各界明辨是
非，识破民进党险恶用心。

提出“核食”变“福食”
民进党当局偷换概念

有记者问， 为配合民进党当局
推动解禁日本福岛及周边地区食品
进口，有绿营政客提出将“核食”改
称“福食”。 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回答说，民进党当局惯
于偷换概念、移花接木。 食品安全
事关民众切身利益，台湾同胞健康
安全应得到有效保障。 任何人任何
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置民众生命
健康福祉于不顾，都必将被民意抛
弃。

� � � �有台湾记者问，两岸在交流感
受上存在一些差异，比如，大陆民
众友善称呼台湾民众的“湾湾”一
词，近期在台湾一个票选中被列为
“最不可接受词汇”， 有网友认为
有贬义。 请问应怎样加强两岸交
流，消除类似歧见或矛盾？

朱凤莲回答说，这项所谓“最
不可接受词汇”的票选居心不良，
很有误导性。两岸民众由于生活环
境和流行文化不同，在一些习惯用
语上存在差异是很自然的现象。比
如 “土豆”， 大陆很多地方也叫

“马铃薯”“洋芋”，而在台湾指的
是“花生”；再如“窝心”，在大陆
指“受委屈”“难受”， 在台湾指
“暖心”“心里很舒服”。 “湾湾”
是很多大陆民众对台湾民众的昵
称，有一种萌萌的感觉，遗憾的是
在台湾却被一部分人故意污名化
了。

她说， 随着两岸交流渐趋紧
密， 我们相信人为制造的藩篱渐
被拆除， 两岸民众越来越能读懂
对方的用语习惯， 越来越了解不
同用语背后的故事， 进而一起碰

撞出新的火花、新的文化内容，推
动两岸文化交流的繁荣、 多元和
创新。

“我们希望民间和基层交流
为两岸关系向前发展提供更多内
在动力，将一如既往为两岸交流合
作创造有利条件，鼓励两岸民众扩
大交流，加深理解，增进认同，一起
弘扬善的力量，正义的力量。 ”朱
凤莲说，“也希望两岸民众都提高
警惕，绝不被民进党当局、绿营网
军和特定媒体带乱节奏、 带偏方
向，加深误解和偏见。 ”

民进党当局借所谓“过境”美国进行谋“独”，国台办回应

新的一年对“台独”分裂势力露头就打

有记者问， 台湾演员方芳近日
接受大陆媒体访问时发表支持统一
的言论， 并表示台湾演艺人员来大
陆演出发展就应遵守相关规定。 台
陆委会对此称， 公众人物不该配合
大陆“统战”宣传，并扬言若有“违
法”将“依法处理”。 对此有何评
论？

朱凤莲回答说， 我们一贯积
极支持两岸文化交流， 欢迎台湾
演艺人员来大陆发展， 支持他们
在大陆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分享
机遇、实现梦想。 越来越多台湾演
艺人员在大陆发展事业， 也主动
担负应有的社会责任， 为增进两
岸同胞感情和心灵契合出力发

声， 公开表达支持祖国统一的鲜
明态度，掷地有声，得到两岸民众
点赞。

“民进党当局把两岸民众正
常交流一概污蔑为‘统战’，大肆
恐吓，充分说明两岸民众越是走亲
走近， 民进党当局就越是心虚、害
怕。 ”她说。

回应台湾演员遭台当局恐吓

两岸民众越是走近，民进党当局就越是心虚害怕

回应“最不可接受词汇”

遗憾“湾湾”昵称在台湾被故意污名化

1月 26 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邀请记者提问。 /新华社

[其他热点]

有记者问， 据海关总署统计，
2021 年， 大陆从台湾进口及向台
湾出口均大幅增长，稳居台湾地区
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
源地。请问如何看待台湾对大陆出
口逆势上扬？ 另据商务部统计，
2021 年台资在大陆投资额为 9.4
亿美元。尽管民进党当局不断诋毁
大陆营商环境，但台商投资大陆却
不断增加。 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扩大两岸经贸合
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两岸民
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任何人任何

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民进党当局应
尽快撤除干扰阻挠两岸经贸合作
的不合理限制，为两岸经贸交流营
造良好环境，为台湾民众利益福祉
创造更好未来。

两岸贸易大幅增长。据海关总
署统计 ，2011 年两岸贸易额为
1600.3 亿 美 元 ，2021 年 增 至
3283.4 亿美元，10 年间翻了一番。
两岸贸易额占大陆外贸比重 2011
年为 4.4%，2021年增至 5.4%。 据
台方统计，两岸贸易额占台湾外贸
比重 2011 年为 28.6%，2021 年增

至 33%。大陆稳居台湾地区最大出
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台商对大陆投资稳定增长。 据
商务部统计，2011 年共批准台商
投资大陆项目 2639 个，2021 年为
6595 个。 截至 2021 年底，台商投
资大陆项目共计 123781个， 实际
投资额 713.4亿美元。 10年来，新
批准台资项目数、吸引台资金额稳
定增加，充分表明台商持续看好大
陆巨大内需市场、 完备产业体系、
强大生产制造能力和广阔发展前
景。

介绍两岸贸易和台商投资大陆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