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21日 星期四 责编刘卓 版式詹红霞 校对张晓10 天下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20日就民进党当
局领导人“5·20”讲话中有关两岸
关系内容应询表示，当前，两岸关
系形势复杂严峻。民进党当局拒
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
共识”，单方面破坏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政治基础。一些政客制造
两岸对立，阻挠两岸交流合作，企
图从地理和法理上切割台湾与大
陆的关系。他们加紧勾连外部势
力破坏台海和平，“以疫谋独”。极
少数“台独”分裂分子鼓噪所谓“修
法”“公投”，图谋“法理台独”。这
些都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福祉，严重
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严重威胁
台海和平稳定。

马晓光强调，祖国统一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任何
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台独”
是逆流，是绝路。我们坚持“和平
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愿意为
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

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
任何空间。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
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任何分裂
国家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势
力干预中国内政。

马晓光表示，我们将继续团结
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努力促进两岸
同胞交流合作，融洽两岸同胞感
情，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我们积极
帮扶广大台商台企纾困和复工复
产，支持广大台胞在祖国大陆享有
更多发展机会和获得感。我们愿
意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台湾各党
派、团体和人士加强交往，继续就
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
商，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
进祖国和平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当天上午，蔡英文在台北就任
新一届台湾当局领导人，开始第二
个任期。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记者 20 日从公安部交管局
获悉，随着电动自行车安全
头盔需求集中释放，部分企
业和平台销售的安全头盔
价格暴涨。公安部已与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系
沟通，并指导各地公安机关
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依
法严查价格违法行为，斩断
哄抬头盔价格的违法链条。

据介绍，近期，为有效保
护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
员和汽车驾乘人员生命安全，
减少交通事故死亡，公安部交
管局部署全国开展“一盔一
带”安全守护行动。

公安部要求，各地要稳妥
推进“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
动。6月1日起，执法处罚的
范围限定为骑乘摩托车不佩
戴安全头盔、驾乘汽车不使用
安全带的交通违法行为。对
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
头盔的行为，继续开展宣传引
导工作，积极创造条件帮助群
众配备安全头盔，提示有头盔
的群众自觉佩戴头盔，各地根
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实施
依法查纠的时间，并注重人性
化执法、理性执法、柔性执法，
注重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
会效果统一。

公安部提醒安全头盔生
产、销售企业，要守法经营、
诚信经营，不做侵害群众利
益的事，不做扰乱市场秩序
的事，不做违法犯罪的事。
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企业和
个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
打击。

在全球抗“疫”的大背景
下，美国对华为施压的“连续
剧”竟然又传出最新动向。

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在
北京时间5月15日晚发布公
告，要求采用美国技术和设备
生产出的芯片，必须先经过美
国批准才能出售给华为。

这表明在去年5月将华为
列入“实体清单”后，美国对华
为的限制措施再次升级。

打击升级，给你“断粮”

2019年5月16日，美国将
华为列入了“实体名单”。尽管
当时“实体名单”限制了美国公
司和华为的合作，但华为还有
一线生机。毕竟，华为手里有
自己的芯片设计公司——“一
夜转正”的华为海思。华为还
可以继续使用美国软件和技术
来设计芯片，只是美国厂家不
会继续提供升级服务。

虽然华为没有芯片生产能
力，所幸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芯片
代工企业“台积电”，并不是一家
美国公司。华为还能够通过“台
积电”代加工得到自己的高性能
芯片。 然而这一次，美国方面
持续加大对华为的限制，将采取
釜底抽薪的方式阻断全球半导
体供应商向华为供货。

一旦新规落地，全球 170
多个国家使用华为产品建设的
数千亿美元网络的扩容、维护、
持续运行将受到冲击，使用华
为产品和服务的 30 多亿人口
的信息通讯也会受到影响。

目前，美国商务部提出的
这一新规尚未落地，中间尚有

120 天的缓冲时间，华为和部
分芯片供应商正在积极协调。

打压手段，似曾相识

这一届美国政府，不想着好
好抗“疫”，却想方设法给中国企
业“断粮”，美国到底图什么？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认
为，美国政府利用公权力打压
华为是在期待得到当年“阿尔
斯通事件”的效果。

2013年，美国政府以商业

贿赂为名，利用《反海外腐败

法》等司法武器“长臂管辖”，打

击商业竞争对手法国阿尔斯通

公司。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不仅

被处以7.72亿美元罚金，负责

人皮耶鲁奇直到 2018 年 9 月

才走出监狱，恢复自由，并将此

黑幕写成了一本书《美国陷
阱》。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家
享誉全球的轨道交通、电力设

备和电力传输基础设施企业，
不得不被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强制”收购，最终被“肢解”。
如今的法国阿尔斯通，早已不
在世界五百强名单里。

这样的招数，是不是很熟
悉？

《美国陷阱》作者皮耶鲁齐
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华为
在5G技术上领先，这也让它成
为了美国攻击的对象，美国针
对华为的套路和发生在他身上
的经历很相似。

另一方面，5G作为下一代
信息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事
实上已经是中美之争的核心领
域。目前华为的 5G 技术处于
全球第一梯队，成为推动中国
乃至全球 5G 发展的重要企业
之一。

从蒸汽机时代到电力时
代，再到互联网时代，一直由西
方技术主导基础设施领域，这

一次居然被一家来自中国的民
营企业撕开缺口。所以，可以
想象美国为何如此忌惮华为。

今天，美国打压华为早已
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霸凌，而是
将其视为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的手段。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中国有句古语“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用这句话来形容美
国，再合适不过。

今年 3 月 9 日，波士顿咨
询在其发布的《限制对华贸
易 将 终 止 美 半 导 体 领 导 地
位》报告中指出，2019 年 5 月
华为被纳入“实体清单”后，
美国排名领先的半导体公司
每季度收入中位数均下降 4%
至 9%不等。

因此，此次打压华为升级
的消息一出，引发不少美媒担
忧。在它们看来，特朗普政府的
制裁虽然直接针对的是华为，但
由于承接华为芯片订单的台积
电使用的是美国厂商的设备，因
此打压华为最终有可能毁掉美
国半导体产业的地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也表示，如果中国采取反制措
施，不用高通、苹果等公司的
产品，对美国来说也是很重要
的打击。

但邬贺铨也认为，不能把
幻想寄托在美国考虑到损失而
不采取行动。关键是中国要认
识到芯片及其制造技术是核心
所在，无论用多长时间，中国一
定要攻克它，保证新一代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不会受制于人。

据新华社

国台办发言人
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5·20”讲话应询表态

外交部20日就美方涉
台举动发表声明称，5月20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
声明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
英文就职，将其称为所谓“总
统”，并吹嘘美台“伙伴关
系”。美国政府一些官员和
美国一些政客向蔡英文发视
频贺辞。美方上述举动严重
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
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
烈愤慨，并予以谴责。

声明称，台湾问题事关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
中国核心利益。中国政府和
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
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心
坚定不移，实现两岸统一的
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正告美
方，“台独”是死路一条，纵容
和支持“台独”注定要失败。
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干
涉中国内政的行径都会遭到
中方有力回击，也阻挡不了
中国统一的历史潮流。中方
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恪
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
联合公报规定，停止美台官
方往来和提升与台实质关
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
任何损害台海和平稳定和中
美关系的言行。

中方将对美方上述错

误行径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美方
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
部20日就美方涉台举动发
表声明。声明称，5 月 20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
声明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
蔡英文就职，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防部对此表示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20 日应询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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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
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
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
的官方往来。 据新华社

2019年11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世界5G大会上，观众参
观华为公司的5G智能系统展示。 新华社发

外交部、国防部、国台办发声
对美方涉台举动表示强烈愤慨并予以谴责

全面打压华为的背后，美国图什么？
国 际 观 察

公安部：
严查头盔价格暴涨
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