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在当天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发布了
一份名为《中国挑战要素》的文件，
列出了美国需要完成的十项任务来
应对中国崛起。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这份文件是美国

国务院的一些“冷战活化石”炮

制的又一反华谎言集，充分暴露
了美方一些人根深蒂固的冷战思
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也暴露了他
们对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恐惧、
焦虑和不健康心态。他们企图重
启冷战的险恶图谋必将遭到中国
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唾
弃，注定要失败，最终只能被扫进
历史的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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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18日宣布对伊朗追
加制裁，对象包括一家慈善基金会
以及伊朗情报和安全部长马哈茂
德·阿拉维。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
人阿里-礼萨·米尔优素菲当天回
应，新制裁只不过是美国政府“绝
望的表现”。
美国财政部18日发布声明，宣

布对伊朗数十个实体与个人施加
制裁。

财政部对伊朗“受压迫者基
金会”及其分支施加制裁，声称这
一基金会涉足伊朗经济多个领域，
包括金融、能源、建筑和矿产等，关

联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
哈梅内伊。

另外，伊朗情报和安全部长阿
拉维以及两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队军官被列入美方制裁清单。

制裁措施为禁止美国人与上述
对象做交易，冻结上述对象在美资产。
美方称，如果外国政府、企业或个人与
制裁对象做交易，可能受“牵连”。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同一
天说，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极限施
压”政策仍在继续，今后数周或数
月还会有更多制裁。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政府
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恢复并逐步增加对伊朗的制裁。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

人米尔优素菲18日说，新制裁只不
过是特朗普政府“绝望的表现”。

他说，“极限施压”针对伊朗
及其民众，最新制裁是这一失败策
略的延续，“将以失败告终，就像
以往那些制裁一样”。
“受压迫者基金会”主席帕尔

维兹·法塔赫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
说：“衰败的美国政府所作挣扎不会
影响这一基金会的反制裁活动。”

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先前
的制裁已经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及金
融领域，最新制裁实际效果将有限。

就美方不断刷新制裁清单，伊
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
里夫9月曾说，美方制裁措施“没
什么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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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宣布对伊朗追加制裁
伊朗回应称新制裁只不过是美政府“绝望的表现”

[图说世界]

菲律宾：台风“环高”过后
据新华社报道 11 月 19 日，一名男子在菲律宾马里基纳经过灾后的桥梁。 过境菲律宾的台风“环高”在该

国已造成 73 人死亡，19 人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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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在 19 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
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
“五眼联盟”涉港声明等问题回答
了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美国、澳大利亚、加拿

大、新西兰和英国外长发表联合声
明，要求中国政府重新考虑针对香港
立法会议员的行动，并立即恢复有关
议员资格。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中国人从来不惹事，也从来

不怕事。不管他们长‘五只眼’还
是‘十只眼’，只要胆敢损害中国
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小心他们
的眼睛被戳瞎！”赵立坚说。
“我们对有关国家公然违反

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属
于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说三道四、
指手画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
对。”赵立坚说。
赵立坚说，中方已经就有关问

题多次阐明严正立场。中国全国人
大常委会根据宪法、香港基本法和
香港国安法有关规定，就香港特区
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做出决定，是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
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香港法治和
特区宪制秩序的必要之举，这合法

合理，不容挑战。
“英文有句谚语，叫‘布丁好

不好，吃了才知道’。中国也有句
类似的话，叫‘鞋子合不合脚，自
己穿了才知道’。香港国安法实施
以来，香港没有再发生所谓的‘美
丽风景线’，这还不能说明问题
吗？”赵立坚说。
他说，公职人员必须拥护本国

宪制性法律、效忠祖国，这在世界
各国都是基本的政治伦理。香港特
区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绝不
允许宣扬或支持“港独”主张、拒
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
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
港事务、危害国家安全的人来管理
治理香港。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
乱港者出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赵立坚说，香港回归以来，中

国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管治香
港，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
由依法得到充分保障，这是不可否
认的事实。有关国家应该正视香港
已回归中国的现实，摒弃双重标准，
切实尊重中国主权，立即停止以任
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
政。任何对华施压，损害中国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外交部回应“五眼联盟”涉港声明：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胆敢损害中国主权，小心眼睛被戳瞎

澳大利亚应认真对待中方关切

据新华社报道

在就中澳关系答问时，赵立坚
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澳方屡屡
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的问题上采取错误言行，主动挑起
挑衅性、对抗性行动，这才是造成
当前中澳关系困难局面的根本原

因。澳方应当正视两国关系受挫的
症结，认真对待中方关切，采取实
际行动纠正错误做法。
“相互尊重是处理国与国关系

的基本原则，我们坚决反对打着维
护自身国家利益的旗号损害他国
利益，以维护自身价值观为借口把
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赵立坚说。

美方涉华文件是又一反华谎言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