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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外交部网
站 27 日刊登新闻司对三家美媒发行人
联名公开信复信，全文如下：

2020 年 3 月 24 日，《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邮报》 和 《纽约时报》 三家媒
体发行人对外发表联名公开信。但遗
憾的是，这封信投错了对象，它本应
发给美国政府。

凡事皆有因果。三家发行人在信
里说对了一点，那就是中方收回三家
媒体美籍驻华记者证件是对美方驱逐
60 名中国媒体驻美记者的反制行为。
中国记协已在 3月 6日就美方驱逐中方
记者事发表声明。让我们再回顾一下
美方不断升级的政治打压行为。2018
年 12 月，美方要求有关中国媒体驻美
机构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今年 2 月
18 日，将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
日报》 和 《人民日报》 海外版美国发
行机构作为“外国使团”列管；3 月 2
日，宣布自3月13日起，“驱逐”60余
名中国媒体记者。此外，2018 年以
来，29 名中国记者无故被美方拒签，
其中9名为常驻记者。所有中方记者只

获发一次入境签证，回国休假后因美
方无故拒签而无法返回美国工作，且
中方记者在申请赴美签证时被要求提
供很多额外材料。在美方宣布“驱
逐”中方记者并对其不断升级政治打
压时，作为“业界良心”的三大“主
流媒体”有没有替中国同行仗义执
言？是否公开批评了美国政府？是否
曾敦促美国政府收回错误决定？此
时，你们张口闭口标榜的“新闻自
由”呢？面对美方不断升级的政治打
压和歧视性做法，难道你们指望中方
只作“沉默的羔羊”？

公开信把中方对美方的对等反制
措施同疫情报道挂钩，认为这些记者
因为报道疫情而受到“驱逐”，似乎他
们包揽了外界关于中国的信息，似乎
没有这些记者整个世界就无法获取中
国疫情信息。事实上，自疫情发生以
来，中方秉持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
态度，每天向外界公布疫情数据，向
世界卫生组织和包括美方在内的各国
定期通报信息，并采取最全面、最严
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取得了显著
成效，为全世界抗击疫情赢得了宝贵

时间，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国际社
会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和普遍赞誉。
请三位发行人注意，国际社会不会因
为少了你们几家的一些美国记者就无
法获得“探究性的、准确的、实地的报
道”，而且有些记者是否真的全面、准
确、客观向世界报道中国抗击疫情的努
力，他们应该心知肚明，有关报道也是
明摆着的事实。这样的记者写出这样的
报道，实在是有损你们老字号声誉。

三位发行人在信中要求中国政府
放松“对独立新闻机构日益严厉的压
制”。正如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强调的，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没有改
变，也不会改变，我们始终欢迎各国
媒体和记者依法依规在中国从事采访
报道工作，并将继续提供便利和协
助。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在中国有
这么多外国媒体及记者，为什么他们
的涉华报道如此丰富和多元？！我们反
对的是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
对的是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
反对的是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作为业界同行，三位发行人为何不批
评美国政府对中国记者的限制和打压？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
影响记者秉持客观、公正、真实、准
确的报道原则开展工作。中国驻美媒
体记者一直严格遵守美国当地法律法
规，恪守新闻职业道德。仅仅因为中
国记者来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国家就对他们进行种种限制和刁难
非常不公。中国不会因为美国某个媒
体偏向民主党或共和党就不把它当作
专业媒体看待。同样，中国的媒体也
应在美国得到应有的公平待遇。美方
不应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媒体进
行无理打压。这只能暴露出美方不愿
或不敢正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阔步向前的历史潮流。

诚如你们所意识到的，中国发展
日新月异，是一座取之不竭的新闻富
矿。我们欢迎客观、公正的媒体人前
来开采，但对这三家美国媒体发行人
公开信中透出的傲慢与偏见，我们不
接受。对不客观、不公正的报道，中
国人民不欢迎。解铃还须系铃人。如
果三大媒体有怨气，你们应该去找美
国政府发泄。最后，提醒 《华尔街日
报》：你还欠中国人民一个道歉！

外交部新闻司对三家美媒发行人联名公开信复信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全国人大外事委
员会 27日就美国所谓“2019年台北法案”签署
成法发表声明，声明如下：

当地时间 3 月 26 日，美方不顾中方的多次
严正交涉，将所谓“2019 年台北法案”签署成
法。此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分裂势
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国全国人大对此表示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美方有关法案无视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美国自己

在 41年前就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基本事
实，毫无道理地阻挠其他国家同中国建交、助
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违背了中美建交以来
美历届政府长期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两国元
首的重要共识，将严重干扰中美关系大局和两
国在重要领域合作，最终只会损害美自身利益。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
基础，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强烈敦
促美方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不得
实施该法案，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
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和平稳定。

就美国所谓“2019年台北法案”签署成法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发表声明

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
（记者王卓伦） 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 27 日表示，个别国家在联合
国框架外实施单边制裁，违反

《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法基本准
则，中方对此一贯反对。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针对中俄等8国日
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
求解除妨碍抗疫的制裁措施，古
特雷斯 26 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称，
世界需要与病毒进行斗争，“我
们呼吁解除可能破坏各国应对新
冠肺炎大流行的制裁。”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正在全球扩散蔓延，国际社会
积极开展抗疫合作是当务之急。
如持续对有关国家施加单边制
裁，无异于雪上加霜、落井下石，
明显有违人道主义精神，不仅严
重影响有关国家及国际社会抗击
疫情，也会严重影响联合国及其
他国际组织开展人道主义援助。

“中方支持古特雷斯秘书长
的呼吁，敦促个别国家切实尊重
所有受疫情影响的人民的合法权
益和生命，立即解除对有关国家
的单边制裁措施。”他说。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反对个别国家在联合国框架外实施单边制裁
西藏是中国的西藏、全国人民的西藏。西藏

的发展繁荣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休戚相关。纵观历史，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历史事实不容歪曲；放
眼当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实行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取得的伟大成就有目共睹。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文明延续五千年
而没有中断的国家，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对各民族
共创的中国历史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古代中国
中央王朝全面管辖西藏地方行政等各项事务始于
公元1247年，在1492年欧洲白人殖民者到达美洲
之前，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已有效施政240多年。
在美国军队通过“西进运动”大肆驱逐、杀戮印第安
人，侵占印第安人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之前，清朝
驻藏大臣已在西藏实行各领域全方位的管辖措施，
包括制定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使
地方管理法制化，通过金瓶掣签选定达赖喇嘛和
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转世，任命地方僧俗各级
官员，指挥军队戍守边疆，减免百姓多年欠款赋
税差役，帮助百姓恢复生产生活等等。再看看今
天，中国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
荣为基本原则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
西藏得到成功实践，西藏各族人民拥有了前所未
有的权利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有目共
睹，那些大肆诋毁西藏发展成就的政客和媒体
人，能晒一晒本国的民族语言文化保护和经济社
会发展现状吗？傲慢和偏见替代不了事实，叵测
用心更与道义、公理相去甚远。我们相信，只有
尊重事实才有过去，只有尊重现实才有明天。

历史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新西藏的道路自信
和制度自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
列强不断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边疆地区危
机空前加剧，西藏自然也无法幸免。英帝国主义
分别在1888年和 1903年-1904年两次派兵武装入
侵西藏，屠杀百姓、掠夺财富和大量文物，干尽
了坏事，犯下累累罪行，还一手培植了“藏独”
势力，遗患至今。与此同时，软弱无能的晚清、

民国政府始终未能挽救颓局，未能驱除在西藏颐
指气使的外国殖民势力，1912 年 6 月，西藏发生
动乱，尹昌衡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西征军总司令，
督师西进，收复大部分地区。正当尹昌衡准备挺
进拉萨之际，却被袁世凯在 1913 年底召回北京，
软禁起来，主要原因是顾忌列强插手。1942 年，
在英国商务代表黎吉生的暗中支持下，西藏分裂
势力蠢蠢欲动，策划所谓“外交局事件”。蒋介石
大为震怒，宣称西藏地方政府敢闹独立即派飞机
轰炸拉萨。但他并没有做到，原因还是担心外国
的干涉。1949年7月8日，西藏分裂势力受帝国主
义势力指使，制造“驱汉事件”。9月 2日，新华
社发表题为 《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
土——西藏》 的社论，把矛头直指“藏独”势力
的背后靠山外国侵略者，掷地有声地指出，“西藏
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
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
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定不移的方针。”1951年5月
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
了《十七条协议》，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
人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将帝国主义势力驱逐
出西藏，维护了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1959年西藏反动上层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民主改
革不得不提前进行，延续数百年的政教合一封建
农奴制宣告终结，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作
主，西藏历史揭开新的篇章，从新民主主义社会
过渡迈向社会主义社会，西藏社会实现了伟大跨
越，人民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西藏的根本
转折始自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巨大发展肇始于民
主改革，西藏的辉煌成就都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践是一把尺子，丈量出新西藏经济社会发
展的时代标杆。民主改革61年来，西藏的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西藏建立起从无到有
的现代工业体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
发展进步。民主改革前长期停滞的西藏人口由

1959 年 122.8 万人，增长到 2018 年 343.82 万人，
其中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西藏人均预
期寿命则由和平解放初期的35.5岁，短短60多年
提高至2019年的70.6岁。2019年西藏自治区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7410 元，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12951 元。以交通为例，截至 2019
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为 103579.2 公里，其
中农村公路 74043.9 公里，占比 71.5％。青藏铁
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已建成或正在建设，目
前西藏共运营 5 个运输机场，执飞航空公司 11
家，航线 101条，通航城市 51个。西藏的科技进
步、教育发展、藏语文传承、医疗养老和社会保
障等各个领域发生巨大变化，有些领域甚至走在
全国前列。青藏高原各类生态系统结构整体稳
定，生态质量稳定向好，水、气、土壤、辐射及
生态环境质量均保持良好状态，也给世界气候改
善和环境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为确保
西藏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倾注了大量心
血。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发展，实施精准脱贫战
略，着力研究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党的
十八大以来，西藏自治区统筹扶贫专项资金，坚
持因地制宜、科学施策、精准扶贫，大力实施产
业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易地扶贫搬迁、
对口援藏扶贫、生态扶贫等措施，不断壮大特色
产业、民族产业和支柱产业，持续增强经济发展
的内生动力，全力推进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在党中央亲切关
怀和全国兄弟省份的大力支援下，2020年西藏必
将和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一项前无
古人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西藏发展史册，同时
也为实现下一个百年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
坚信：一个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生态
环境良好、人民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将会
呈现在世人面前。

（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

新西藏的发展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张 云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据外交部网
站消息，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 27 日分别约
谈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
邮报》驻京分社负责人，就三报发行人日前
联名致中国政府公开信，提出严正交涉。

中方表示，三家美国媒体的联名公开
信显然发错了对象，有关内容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充满傲慢与偏见。中方坚决反
对，绝不接受。中方措施是对美方长期无
理打压中国驻美媒体机构进行的必要反
制，正当合理。面对美方出于意识形态偏
见对中国媒体的打压，美国媒体既没有为
中国同行仗义执言，也没有敦促美国政府
收回错误决定。美方长期标榜的“新闻自
由”何在？

公开信把中方反制措施同抗击疫情报道
挂钩，妄称没有这些美国记者外界就无法获
取中国疫情信息。而美方有关记者相关报道
是否真的全面、准确、客观反映了中国抗疫
努力，自己心知肚明。

中方强调，中方始终欢迎外国记者依法
依规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中方反对的是针
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的是借所谓新
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的是违反新闻职业
道德的行为。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三家媒
体有怨气，应该去找美国政府发泄。

中方并再次提醒 《华尔街日报》，该
报发表辱华标题文章，仍欠中国人民一个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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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岁 的 西
藏山南市加查县
热果村村民索朗
卓玛见证了“世
界屋脊”百年风
雨，从农奴到实
现翻身做主人，
拥有了土地、房
屋和牛羊。图为
索朗卓玛一家人
合影。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世界屋脊世界屋脊””巨变巨变 109109岁老人见证岁老人见证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 月 27 日晚应约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克罗地亚总理
普连科维奇通电话。

李克强首先对克罗地亚发生新冠肺炎疫情表
示慰问。他指出，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
艰苦努力，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
当前疫情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已成为全球性挑
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国际社会应当加
强合作、共同应对。中方愿为克方抗击疫情提供
力所能及的支持，为克方通过商业渠道从中国采
购医疗物资提供便利。希望克方为参与克重大项
目建设的中方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在克工作生活
的中国公民的安全和生活便利提供有力保障。

李克强表示，中方积极支持克罗地亚作为欧
盟轮值主席国倡议召开欧盟－中国卫生部长视频
会议，愿同包括克方在内的欧盟国家积极开展国
际合作，交流分享防控和治疗经验。

普连科维奇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的艰
苦努力表示赞赏。他说，当前疫情在克罗地亚蔓延，
希望在防疫物资和设备采购方面得到中方支持。克
中两国合作项目持续顺利推进，相信疫情之后将迎
来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克罗地亚作为欧盟轮值主席
国，致力于推进欧中合作，将尽快召开欧盟－中国卫
生部长视频会议，交流经验，携手共同抗击疫情。

王毅、何立峰参加上述活动。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月27日晚应约同奥地利总理库尔茨通电话。
李克强表示，当中国人民处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艰难时期，奥地利政府和人民给予了宝贵
支持和帮助。目前疫情在奥地利快速蔓延，中方
坚定支持奥方抗击疫情的努力，愿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继续为奥方在华采购和运输医疗物资提
供便利。希望奥方切实保障在奥中国公民包括留
学生的安全和生活便利。

库尔茨表示，奥方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取得的成效印象深刻。奥中是好朋友。当前奥方
疫情防控面临严峻挑战，仍需采购必要的医疗物
资和设备，希中方继续提供帮助。

何立峰参加上述活动。

李克强分别同克罗地亚总理、奥地利总理通电话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27日电

（记者王卓伦） 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 27 日 在 回 答 相 关 提 问 时 表
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
肺炎特别峰会通过声明，对外发
出了二十国集团成员团结一致应
对疫情挑战、维护世界经济稳定
的积极信号。中方愿与国际社会
一道，落实好此次特别峰会成果。

耿爽说，在各方共同努力
下，此次特别峰会取得重要成
果：一是各方承诺及时分享信
息，保障医疗物资供应，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共同抗击疫情，维护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二是各方同
意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
国家抗疫提供支持和帮助，同时
完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为应对
未来传染病疫情做好准备。三是
各方承诺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

定，提振市场信心，保障就业民
生，减少疫情对全球贸易和供应
链的冲击。

耿爽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
此次特别峰会，并提出 4 点倡
议：一是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全球阻击战，中方建议尽早
召开二十国集团卫生部长会议；
二是有效开展国际联防联控，中
方建议探讨建立区域公共卫生应
急联络机制；三是积极支持世卫
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发
挥作用，中方建议适时举办全球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别会议；四是
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防
止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中方将继
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
货币政策，积极扩大进口，扩大
对外投资，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
贡献。

与国际社会一道，落实好峰会成果

本报北京 3 月 27
日电（记者邱超奕） 27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春耕备耕等情况。据
介绍，目前全国春耕春
播进行比较顺利。截至
3 月 26 日，全国春播粮
食 7480 多万亩，完成意
向种植的8%，进度同比
快0.6个百分点。早稻育
秧已近七成，栽插 1600
多万亩，育秧进度快了
1.6 个百分点，栽插进
度快 2.9 个百分点。最
近的寒潮天气对春耕春
播的影响比较小，仍需
密切关注气象灾害。

全
国
春
播
粮
食

多
万
亩

新华社北京 3 月 27 日电
（记者王卓伦） 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 27 日说，中方强烈敦促美方
纠正错误，不得实施“2019 年
台北法案”，不得阻挠各国同中
国发展关系，否则必将遭到中方
坚决反击。

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美国总统签署了“台湾友邦
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美方所谓“2019
年台北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
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他表示，世界上已有 180个
国家同中国建交，美国自己早在
41 年前就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
上同中国建交，上述法案却要求
阻挠其他主权国家同中国发展正
常国家关系，这是赤裸裸的霸权
主义逻辑。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事关中国核心利益。
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核心利益的
决心和意志坚如磐石。”耿爽说。

敦促美方不得实施“2019年台北法案”

7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