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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台办发言人安

峰山 12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

询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

所作所为用四句话形容就是： 为一

己之私，阻两岸交流，害百业凋敝，

损万众福祉。

有记者问：继阻挠台湾学生参

加中国科协发起的港澳台青年交

流“玉山计划” 后，民进党当局又

开始清查到大陆工作的科研人员。

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安峰山作了

上述回应。

安峰山指出， 大陆方面一直积

极为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创

造更好条件，造福台湾同胞。而民进

党当局却编造各种理由， 不断从中

作梗，处处设置障碍，甚至肆意罗织

罪名威胁和恫吓， 这是站在台湾同

胞的对立面， 损害台湾民众追求美

好生活的权利， 阻碍台湾同胞实现

自身更大更好发展， 只会进一步损

害台湾同胞利益。

他表示， 民进党当局现在最害

怕的就是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和民

众交流交往， 因为两岸民众走近走

好、相互增进了解、增加理解和融洽

亲情， 就会让他们刻意制造的两岸

之间的敌意和仇恨的谎言不攻自

破， 也会让他们为谋一党选举利益

在两岸间制造紧张对立的图谋被戳

穿和识破。

安峰山表示，为掩盖这个错误，

民进党当局就不得不去犯更多错

误，一条道走到黑，无所不用其极地

阻挠两岸交流合作。但心术不正，机

关算尽，最终只会害人害己，断送的

不仅仅是民进党一个党和它的当

局， 也许还要搭进台湾同胞利益福

祉和台湾前途未来。

有记者问： 近期公安部与西班

牙警方合作集中引渡了一批台湾电

信诈骗犯罪嫌疑人至大陆， 请发言

人说明有关情况。另外，台陆委会称

大陆应与台湾有关方面共同合作侦

办才能瓦解犯罪集团。 请问发言人

对此有何评论？

安峰山指出，西班牙有关方面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 妥善处理涉台案

件。众所周知，一段时间以来，以台湾

犯罪分子为首的电信诈骗案件频发，

两岸同胞深受其害， 对此深恶痛绝。

大陆方面坚决打击各类电信诈骗犯

罪活动，本着有利于打击犯罪、有利

于维护司法公正、有利于保护被害人

权益的立场，依法将跨境电信诈骗犯

罪分子缉拿归案、绳之以法，受到两

岸同胞高度肯定，也得到国际社会普

遍理解和大力支持。到底是谁罔顾两

岸同胞权益，给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设

置障碍，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国台办批台当局 阻两岸交流合作

为一己之私，阻两岸交流，害百业凋敝，损万众福祉

据新华社电 针对日前美国参

议院有人提出邀请蔡英文赴美国国

会演讲，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12 日

应询指出， 美方个别人士屡次发表

不负责任言论，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我们坚

决反对。 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美

方应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不要

向“台独” 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我们也正告民进党当局， 不要低估

大陆方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决心和能力。 任何挟洋自重、破坏

两岸关系的企图和行径必将失败，

最终只会自食恶果。

安峰山在当天举行的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 有记者问：美

国国防部日前发布 “印太战略报

告”将台湾列为国家，美台最近军事

交流增多。 请问这是否已逾越大陆

的一中原则底线？

安峰山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这一事实从

未改变，也不容改变。 我们对美台开

展任何形式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的

态度非常明确，那就是坚决反对。

有记者问： 有所罗门媒体称，

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指出， 将在

100 天内决定是否与台湾“断交” 。

请问有何评论？ 安峰山应询表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

准则，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顺应这一时代潮流是世界上绝大

多数国家的选择。

国台办：

美方勿向“台独”势力

释放错误信号

■相关新闻

新闻事实

保守党 300 名议员将在未来两

周举行多轮不记名投票，将候选人人

数淘汰至两人。 约 16万名党员将在

22日以邮寄选票形式从两名候选人

中选出新领导人，预计投票结果将在

7月 22日开始的那一周揭晓。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年 54 岁

的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是最

热门人选，现任外交大臣杰里米·亨

特和环境、 食品与农村事务大臣迈

克尔·戈夫是约翰逊的有力竞争者。

“脱欧” 是选举的热门议题，但

各候选人分歧严重。 约翰逊表示，无

论有没有协议， 他都要让英国在 10

月“脱欧” 。亨特说，他将努力推动与

欧盟达成新的协议，但不会排除“无

协议脱欧” 的可能性。 戈夫表示，他

对再次推迟“脱欧” 最后期限持开放

态度，他认为这好于“无协议脱欧” 。

英国此次投票不仅在欧洲范围

内引发关注， 大西洋另一侧的美国

也频频就此发声。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本月早些时候访英前接受英媒采

访时曾说， 他相信约翰逊将成为一

位“出色的首相” 。 这一言论引发英

国方面的批评声浪。 访问期间他与

约翰逊通电话并会晤亨特和戈夫。

深度分析

在保守党领袖的多位候选人

中，“脱欧派” 优势明显，另一方面

欧盟表示不会就此前与英国达成的

“脱欧” 协议进行重新谈判。 两方的

“硬碰硬” 让“无协议脱欧” 的可能

性再度升高。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

究室主任赵晨认为， 此次选举中强

硬脱欧派和中庸脱欧派在保守党内

的争斗值得关注。 目前，强硬脱欧派

中约翰逊的呼声很高， 如果他能通

过第一轮投票， 则很有希望当选新

首相。 由于约翰逊认为 “无协议脱

欧” 是英国必须有的一个选项，因此

他上台意味着欧盟将面临一个更加

强硬的对手， 很可能令原有的脱欧

方案倾覆。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

究室主任李靖堃则认为， 无论谁当

选，新首相仍将考虑达成协议。 一方

面是因为竞选策略与真正当选后的

政策不一定完全相同， 当选后要考

虑的因素比竞选多，也将更务实；二

是因为英国国内有各种反对 “无协

议脱欧” 的声音；三是欧盟方面也不

希望英国“无协议脱欧” ，也许双方

会找出妥协的办法。

即时评论

特雷莎·梅黯然下台，“脱欧”

僵局悬而未决。 如何“脱欧” 、何时

“脱欧” 甚至是否应该“脱欧” ，都

将成为考验特雷莎·梅继任者的难

题， 而其选择将影响到未来英国在

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以及今后的

繁荣。

距离最后期限还有 4 个多月，

当前的环境下， 英国要找到一个完

美的首相人选并非易事。 这个人不

论是谁，都应该迎难而上，少一些政

客之间的彼此攻击， 多一些以国家

利益为重的担当。 据新华社

十人竞逐英首相“脱欧”走向何方

英国保守党党首选举的首轮投票将于 13日举行，共有 10人参与角逐。最终胜出者不仅将成为

英国执政党新领导人，同时将成为肩负“脱欧”职责的新一任首相。

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职位的争夺者在“脱欧”问题上分歧严重，令“脱欧”走向充满不确定

性，也令“无协议脱欧”风险增加。

首轮投票将于 13日举行，争夺者在“脱欧” 问题上分歧严重

■核心提示

由于首相特雷莎·梅与欧

盟达成的“脱欧” 协议 3 次遭

议会下院否决，“脱欧” 日期延

后至最迟 10月 31日。特雷莎·

梅被迫提前卸任首相。

特雷莎·梅 6 月 7 日辞去

保守党领导人职务后， 她的继

任者之争正式启动。 在新党首

产生前，特雷莎·梅将继续担任

首相一职。

根据英国相关规定， 首相

辞职后， 执政党内选举产生的

新党魁将自动出任首相。

■相关链接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一条“游客

在桂林跟团旅游遭导游强制消费”

的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备受关

注。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12日

表示，经初步核实，该视频中反映的

涉事导游赵某某言行基本属实，将

责成赵某某向游客赔礼道歉， 并吊

销赵某某的导游证。

6 月 10 日晚，一条“这个导游

好嚣张” 的视频中，一名导游正对

没有购物的游客喊话， 称既然来到

了桂林就要花钱，“不管游客图桂

林哪一样来的，既然来了，就得马上

下车，在一个小时内花两万块钱。 ”

视频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 部分网

站评论量达到数万条。

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表

示，根据调查，涉事方是湖南到桂林

的汽车旅游团，共 55 人，旅游时间

为 5月 30日至 6月 2日。经初步核

实， 该视频中反映的涉事导游赵某

某言行基本属实， 将责成赵某某向

游客赔礼道歉， 吊销赵某某的导游

证，并纳入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

除了对涉事导游进行处理外， 桂林

市旅游部门正对涉事相关经营者作

进一步调查处理。

桂林旅游部门表示， 桂林市将

继续对旅游市场违法违规经营开展

精准打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

手软。同时再次提醒游客选择合法、

诚信的旅行社并签订合同， 在合同

中明确约定购物和自费项目等事

项， 切勿选择明显低于游览价格的

项目。“不合理低价游” 往往增加自

费和购物项目， 甚至可能会强迫消

费，游客注意不要上当受骗。

导游强制游客

1小时消费2万元

官方回应：视频中反映的涉

事导游言行基本属实

据新华社电 印度 4 名乘客乘

列车途中死于无空调车厢内， 死因

可能关联高温天气。

《印度斯坦时报》11 日援引占

西市车站发言人马诺杰·库马尔·辛

格的话报道，那 4 名乘客年龄 69 至

81 岁，10 日随一个宗教团体结束在

印度北部北方邦亚格拉市的朝圣活

动， 乘坐喀拉拉邦特快列车返回南

部家乡。 团体有超过 60 名成员，分

乘两节没有空调的车厢。 列车接近

占西站时， 车上工作人员给占西站

打电话，请求医疗救援。

列车提前大约 1 个小时抵达占

西站。 医务人员上车，发现“3 名乘

客已经死亡” ， 第 4 名乘客病情危

重，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辛格说，4 名死者的遗体经解

剖检查后定于 11日晚交给家属。他

们的死因可能与高温相关。

与死者乘坐同一节车厢的乘客

说， 列车离开亚格拉后车厢内热得

令人难以忍受， 部分死者生前自述

呼吸困难、不舒服。

印度近两周遭遇高温天气，最

高气温超过 50 摄氏度，直逼印度有

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纪录 51 摄氏度。

占西站近日最高气温徘徊在 45 摄

氏度左右。 许多穷人乘列车出行时

坐不起安装空调的车厢。

印度列车内高温

4名乘客死亡

竞选者鲍里斯·约翰逊发表演说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