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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将对等反制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对美方制裁
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提出严正抗议、予以强烈谴责

新华社北京12月8?电 外交部副部

长郑泽光8日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

傅德恩， 就美国务院宣称将制裁中国全

国人大常委会14位副委员长提出严正抗

议。 郑泽光指出， 美方上述行径严重违

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干涉中国内

政， 严重破坏中美关系， 蛮横无理， 性

质恶劣， 中方表示强烈愤慨， 予以强烈

谴责。

郑泽光强调，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 美国没有任

何资格横加干涉 。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

会根据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制定香

港国安法 ， 中方依法推进对香港的治

理 ， 打击违法犯罪分子 ， 遏制外部势

力干涉香港事务 ， 完全是中国主权范

围内的事 。 香港特区政府最近宣布取

消4名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 ， 符合宪

法、 基本法第104条以及全国人大常委

会有关解释和香港国安法相关规定 ，

完全合理合法。

郑泽光指出， 一段时间来， 美方借

口维护香港民主、 人权、 自治， 利用各

种手段插手香港事务， 怂恿支持分裂国

家、 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 对

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

所谓制裁， 这一切充分证明， 美方就是

前段时间香港乱局的最大幕后黑手， 美

方关心香港民主、 人权、 自治是假， 搞

乱香港、 破坏中国稳定发展是真。

郑泽光强调， 中国政府反对外部势

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 贯彻

“一国两制” 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 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

移。 美方的野蛮行径只会进一步激起中

国人民对美国反华势力的强烈愤慨， 促

使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充

分认清美方险恶用心， 更加坚定中国政

府实施香港国安法 、 打击反中乱港行

为、 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 针

对美方制裁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的恶劣行径， 中方将作出对等反制，

并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 坚定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 中方奉劝美

方立即纠正错误 ， 撤销有关决定 ， 停

止插手香港事务 、 干涉中国内政 。 否

则 ， 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只能由美方

完全承担。

拜登将提名美历史上首位非裔防长
新政府医疗卫生团队提名人选宣布，

福奇将出任首席医疗顾问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12月8日报道

称，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将提名

退休非洲裔四星将军洛伊德·奥斯汀为

国防部长。

如果获得国会批准， 奥斯汀将成为

美国历史上首位非洲裔国防部长。

该网站援引三位消息来源称， 在此

之前，拜登的国防部长人选中，国防部前

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一直被认为是

大热门。不过最近几周来，拜登受到民主

党内越来越大的压力， 要求其任命一位

非洲裔国防部长。

“政治” 网站称， 拜登团队认为奥

斯汀是一个 “安全选择”， 因为其在军

中服役时声誉良好， 将忠实执行拜登的

国防政策。 拜登团队一位人士向该网站

透露， 比起弗卢努瓦， “奥斯汀领导的

五角大楼与白宫的意见分歧将更少， 沟

通将更顺畅”。

不过美国一些国家安全专家对奥斯

汀提出质疑， 指出其退休时间未满7年，

因此需要国会的“豁免”才能就任国防部

长。2017年，特朗普总统的国防部长人选

马蒂斯将军也面临过同样的问题。 目前

国会共和、 民主两党都有不少参议员反

对频繁通过豁免允许退役不久的前美军

将领出任国防部长， 这有可能导致奥斯

汀的提名在参议院面临阻力。

此外， 还有一些国会议员质疑其在

美军的资历不够深，级别不够高，能力不

足以担任国防部长。

今年67?的四星上将奥斯汀服役期

间战功卓著，但也多次受到质疑和批评。

奥斯汀1953年8月出生于阿拉巴马州 ，

2010年9月至2011年12月出任美军伊拉

克战区司令。2012年1月， 奥斯汀被任命

为美国陆军副参谋长。2013年3月， 奥斯

汀被任命为美军第12任中央司令部司

令， 该司令部负责五角大楼的中东军事

行动。2016年4月，奥斯汀退役。

“政治”网站称，奥斯汀素以不出风头

著称，很少参加新闻发布会或智库讨论等

公共活动。2015年， 奥斯汀承认美国军方

在叙利亚内战期间训练当地反对派武装，

以打击“伊斯兰国”。但耗资5亿美元的这

项训练最终只训练了少数武装人员。

笼罩在奥斯汀头上的另一块乌云

是，当时有指控称，美军中央司令部淡化

了有关中东恐怖组织构成威胁的情报，

并为美国军事行动的进展 “描绘了一幅

过于光明的画面”。

另据报道， 拜登7日宣布新政府医

疗卫生团队提名人选 ， 其中现任加利

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哈维尔·贝塞拉被提

名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 。 拜登过渡

团队当天还提名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

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出任拜登

首席医疗顾问 ， 提名哈佛医学院教授

萝谢尔·瓦伦斯基出任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主任。

委内瑞拉执政党赢得议会选举
俄方特派观摩员表示未发现违规行为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7日公布

的最新计票数据显示，全国代表大会（议

会）选举82%的选票已经统计完毕，总统

马杜罗领导的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的

竞选联盟得票率超过67%。

马杜罗7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

拉迎来“新的黎明”。

委内瑞拉6日举行议会选举。新一届

议会设277个议席，任期为2021年至2026

年。 来自107个政治党派和团体的大约

14400名候选人竞选议员。

国家选举委员会最新计票数据显

示 ，已经完成统计的82%选票中 ，执政

党统一社会主义党竞选联盟得票率为

67.6%，反对党合计得票率为17.95%。

这一结果显示 ， 马杜罗领导的执政党

将从反对派手中夺回议会多数席位 。

多个反对党组成的联盟在2015年12

月委内瑞拉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议席，

继而持续向马杜罗政府发难。 去年1月，

时任议会主席、 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自

封“临时总统”，得到美国和拉丁美洲一

些国家支持。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议会上院） 国际

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率团赴委内瑞拉

观摩这次议会选举。 科萨切夫7日接受俄

罗斯卫星通讯社电话采访时说， 委内瑞拉

议会选举符合宪法和现行法律， 俄方观察

员没有发现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违规行

为， “没有理由质疑选举的合法性”。

美国政府去年1月以来以经济制裁、

海上封锁等手段对委内瑞拉政府极限施

压， 支持瓜伊多的夺权图谋。 分析师认

为， 马杜罗领导的执政党夺回议会控制

权，将令瓜伊多愈发孤立。

闫洁（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英欧未来关系谈判最后关头仍未破局
约翰逊本周将亲赴欧盟会谈，英欧加足马力破僵局

7日，英国和欧盟以贸易协议为核心

的未来关系谈判仍未取得突破。英国首相

约翰逊 7 日晚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进

行一个半小时的电话后表示，双方在公平

竞争环境、 履约管理和渔业三个关键问

题上仍存重大分歧， 达成未来关系协议

的条件“尚不存在”。约翰逊将于本周前

往布鲁塞尔进行“事关成败”的会谈。

一位接近英国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

告诉 《每日电讯报》： “目前英欧谈判

所处阶段和4日晚一样。 没有变得更糟，

也没变得更好。”

4日晚， 在伦敦举行的英欧谈判陷入

僵局被迫暂停。 5日， 约翰逊和冯德莱恩

进行了1小时的通话仍未打破僵局。 6日，

约翰逊派英国 “脱欧” 谈判首席代表弗

罗斯特率团前往布鲁塞尔， 与欧盟谈判

团进行48小时的 “密集讨论”， 但结果仍

不尽如人意。 双方承认， 在公平竞争环

境、 履约管理和渔业三大问题上存在重

大分歧。

英国今年1月31日正式 “脱欧”， 随

后进入为期11个月的过渡期， 若过渡期

内英欧未达成贸易协议 ， 双方贸易自

2021年起将回到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

据英国 《每日电讯报》 报道， 约翰

逊最早可能于10日欧盟峰会召开前抵达

布鲁塞尔与冯德莱恩见面， 并继续留在

比利时与参加峰会的德国总理默克尔、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 另一种情况是约

翰逊将在欧盟峰会结束后的本周末与冯

德莱恩见面。

由于英国已退出欧盟， 因此约翰逊

无法出席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

约翰逊此次亲赴布鲁塞尔加入谈

判， 被媒体形容为闯入 “虎穴”。 一位

英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 “我们没能取

得切实的突破， 显然， 现在必须从政治

上努力”。 “目前非常非常艰难。” 约翰

逊8日说： “我们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但关键是在1月1日， 无论发生什么都会

有变化， 人们要对这种变化作好准备。”

据 《卫报》 报道， 德国欧洲事务部

长罗斯表示， 欧盟峰会的结果取决于英

国政府达成协议的 “政治意愿”。 法国

欧洲事务部长博纳则表示， 距过渡期结

束还有3周， 法国政府不会屈服于时间

压力。 博纳申明， 渔业是个主要问题，

“这关乎法国6000个工作岗位”， 如果未

能保护法国渔民在英国海域的权利， 法

国将使用否决权。

为了缓和与欧盟间的紧张关系， 约

翰逊政府已在两方面暗示让步。 英首相

府7日发表声明称， 如果英欧能达成一

份未来关系协议， 英政府愿意 “删除”

或 “不激活” 《内部市场法案》 中有争

议的条款。

《内部市场法案》 第45条规定， 如

果其中条款与去年10月谈成的 “脱欧”

协议不同， 则以该法案为准。 这意味着

该法案凌驾于 “脱欧” 协议之上， 从而

破坏了国际法的规定， 此举招致欧盟和

英国上议院的反对。

据 “天空新闻网” 报道， 《内部市

场法案》 7日从英国上议院返回下议院。

下议院以357票支持、 268票反对的结果

拒绝了上议院删除争议条款的要求。 如

今 ， 该法案又将递交至上议院进行审

议。 不过， 约翰逊领导的保守党占下议

院绝对多数， 他们仍有权决定是否删除

争议性条款。

此外， 英国政府还决定延迟公布另

一项可能违反国际法的 《税收法案 》。

英政府称， 将 “继续审查法案内容”。

12月4?，一名男子在英国伦敦手持支持反对脱欧的标语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