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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2016 年第 3 期） 

 
一、 近期兩岸交流要事摘要 

 

1. 洪秀柱成為中國國民黨史上首位女主席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致電祝賀 

國民黨主席補選結果出爐，洪秀柱以7.8萬餘票當選，成為國民

黨史上第一位女性黨魁。洪秀柱發表當選感言表示，感謝大家讓她

有機會彎下腰撿起第一塊磚頭，在廢墟中重建家園。她說，在這麼

重要的日子，感謝老天給了一個好天氣；感謝大家不管是不是投洪

秀柱，在黨最艱困、慘淡的時候不離不棄，用實際行動展現出對黨

的積極參與，我們發現黨員同志的心是在一起的，心在一起就能團

結，國民黨就有明天和希望。 

當選黨魁的洪秀柱僅有1年多任期，至2017年7 月底。如何進

行組織改造、吸引青年、贏回民心，如何處理黨產問題，以及如何

面對完全在野的劣勢；2018年地方縣市長選舉也已只在一步開外，

國民黨目前6都執政僅剩新北1都，台中以南全面「綠化」，現有局面如何佈局，對於國民黨和洪

秀柱來說，都是極大的考驗。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亦致電洪秀柱，祝賀她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希望國共兩黨以民族大

義和同胞福祉為念，繼續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鞏固互信基礎，加強交流互動，共

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台海和平穩定，同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洪秀柱當

晚覆電習近平表示感謝，指出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期盼兩黨繼續秉持「九二共識」，進一步

強化互信， 深化合作，共同為兩岸同胞創造更多利基與福祉。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3/27/pdf3.htm  (文匯報) 

 

▲ 洪秀柱當選國民黨主席。 

緊急呼籲 

5 月 2 日前登記做選民  履行公民責任 
本會特呼籲各位會員，煩請敦促尚未登記成為選民的親友，於今年 5月 2

日前，登記成為選民。希望各位在 2016年 9月 4日的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中，

為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投下關鍵一票。 

閣下可向本秘書處索取選民登記表格，填妥後交由本秘書處呈交選舉事務

處。也可自行到以下網址下載有關表格： 

http://www.reo.gov.hk/pdf/form/reo-1.pdf 

http://pdf.wenweipo.com/2016/03/27/pdf3.htm
http://www.reo.gov.hk/pdf/form/reo-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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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志軍與夏立言通話    溝通台詐騙疑犯遣送事件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台灣陸委會主委夏立言通過兩岸熱線通話，雙方就近期發生包括台灣居民在

內的一批疑犯，因涉嫌電信詐騙被肯尼亞抓獲並遣送大陸事件進行溝通，並就兩岸關係交換意見。 

張志軍向夏立言介紹了事件背景及相關情況，表示近年來電信網絡違法犯罪猖獗，台灣電信詐騙

疑犯在境外設立窩點，對大陸民眾實施詐騙活動屢禁不止，致使大陸民眾財產蒙受巨大損失，危害極

其嚴重。他強調，當前兩岸關係正處在重要節點，兩岸同胞和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兩岸關係未來走向。

過去8 年來，兩岸關係之所以能夠保持和平發展並取得積極成果，關鍵在於兩岸雙方均堅持體現一個

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否定這一政治基礎，勢必導致兩岸關係現狀的改變。希望台灣能珍惜和維

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局面及成果，堅持「九二共識」，繼續沿着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道路走下去。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安峰山表示，不法分子在境

外從事的犯罪行為，受害人全部為大陸居民，受害人的合法權

益得不到有效保護，大陸當然有司法管轄權。「希望台灣方面

在看待此事時，多從受害人角度思考。」肯尼亞外交部發言人

在記者會上表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和世界各國發展關

係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基礎，中方對肯尼亞政府長期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表示高度讚賞。 

北京等地公安機關已對此案立案偵查，進展情況將及時向

台方通報。同時，將邀請台灣警政司法部門來大陸研商共同打

擊跨國跨兩岸電信詐騙犯罪，以進一步密切合作。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3/27/pdf3.htm (文匯報) 

 

3. 陳德銘為青年參與兩岸經合搭橋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德銘日前出席在福建廈門舉行的2016海峽兩岸

經貿論壇時表示，青年是兩岸經貿合作的生力軍和創新的驅動力，而台灣整個

青年一代也面臨如何前往大陸發展的問題，「為更多兩岸青年參加兩岸經貿合

作創造機會，為更多台青赴大陸實習就業創業提供機會，是責任，也是我們每

一個人的義務」。 

為此，他提出發展兩岸經貿的四點建議：一是鞏固基礎，保持兩岸關係

發展的正確方向。二是優勢互補，促進兩岸產業的深度融合，推動多層次、多

領域的產業合作，讓更多的企業參與其中。三是創新理念，探索兩岸經合的

新型模式。四是面向青年，培養兩岸經貿合作的新生力量。陳德銘表示，海

協會將繼續支持台資企業創新產品，轉型升級，開拓內銷市場，參與「一帶

一路」建設等。兩岸經貿合作新發展所支的招數，都有賴於兩岸有共同的政

治基礎—「九二共識」。 

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理事長詹火生期待，台灣年輕世代的創新創意和潛能若能和大陸優

勢資本整合，具有優勢互補、強強結合的商機，可以成為兩岸優勢互補的新典範。處理好「就業與創

業」的關係，是陳德銘給兩岸青年的提醒。他說，青年在社會工作一段時間後，會積累創新意識，成

功率較高。因此，他希望青年在醞釀創業時，「先到社會上滾一滾，走一走」。他也「非常高興」，

很多台青畢業實踐階段就到大陸工作。他建議，青年創業不但可以關注人工智能、虛擬實境

（VR）、3D打印，也可以關注農林、醫藥、養護等行業。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4/09/a16-0409.pdf (文匯報) 

▲ 陳德銘在海峽兩岸經

貿論壇發言。 

▲ 電信詐騙疑犯被包機押解回國。 

http://pdf.wenweipo.com/2016/03/27/pdf3.htm
http://pdf.wenweipo.com/2016/04/09/a16-04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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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論 
風暴還是平靜：520前的台海局勢  

1月16日，台灣地區兩項選舉結束，民進黨大勝，不僅重奪執政權，而且首次實現「立法院」單
獨過半的目標。3月14日、16日全國兩會分別落下帷幕，為「十三五」時期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決
勝開局之時，也定下大陸對台政策基調。然而，當深入窺測當前的台海局勢與兩岸關係，波平浪靜之
下，暗流洶湧。一方面，大陸發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清晰信號，另一方面即將上台
的蔡英文與民進黨卻仍在閃躲「九二共識」，不願正面回應「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更不願觸碰其
「台獨」黨綱，使得兩岸關係發展存在陷入「冷和平、新對抗」的嚴重風險。 

「台獨」勢力蠢蠢欲動 
受民進黨捲土重來「鼓舞」，島內的「極端台獨」勢力輪番推出一些「去中國化」舉措。「立法

院」開議當天，民進黨「立委」高志鵬便提出「國徽國旗法」等三項修法，主張廢除「國父孫中山」
遺像，意欲斬斷台灣與中國的歷史聯繫。而在被列為新會期優先推動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問題
上，多位民進黨「立委」與「極獨」的時代力量一起，推出包含「兩國論」定位的版本。與此同時，
一些民進黨「立委」更玩起陰招。「立委」葉宜津等分別就「公投法」提出修正草案，試圖降低「公
投」、「修憲」門檻，將「憲法變更、領土變更及主權讓渡」等內容納入「公投」範圍，為「法理台
獨」鋪路。而作為民進黨盟友的時代力量，開始展現與民進黨的分進合擊姿態。時代力量「立委」林
昶佐不僅在質詢時公開主張「台獨」，而且提出「兩國論」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並要求將
「華僑」改為「台僑」，在僑務問題上「去中國化」。 

「波詭雲譎」的兩岸關係 
面臨著台灣政局顯著的變化，兩岸關係將走向何方成為各界焦點。5月20日即將執政的蔡英文及

民進黨卻至今仍不願正面回應「九二共識」，因而遲遲無法開啟與大陸的正常交往，兩岸關係由此陷
入一種異常膠著混沌的狀態。台灣政黨輪替發生後，島內出現不少「大陸可能因民進黨勝選而調整對
台政策」的猜測，一些綠營人士自認為「民進黨成功拿到政權、全面執政，並獲得美國點頭認可後，
大陸就會迫於壓力妥協、退讓」。蔡英文雖然在「九二共識」的立場上，從極力否認「九二共識」調
整為承認「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但仍主觀期待繞開「九二共識」開啟民(進黨)共(產黨)交流。 

大陸對台信號越來越清晰明確 
3月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

海代表團審議時，闡述了大陸對台政策，可以說對以上錯誤認識是「當頭棒喝」。習近平強調，「九
二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性質，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行穩致遠的關鍵。承認「九二共識」
的歷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兩岸雙方就有了共同政治基礎，就可以保持良性互動。這清晰地向民
進黨亮明了大陸對台政策的底線，再度宣示了大陸堅持「九二共識」的立場不會改變。與此同時，關
於大陸將用經濟槓桿施壓民進黨的消息也不斷傳來。近期，大陸各地先後出現赴台遊客技術性「喊
卡」狀況，不由外界猜測，若民進黨上台，400萬的赴台遊客逐步減少，台灣旅遊相關產業乃至整體
經濟勢必受到嚴重衝擊。而台灣輿論近期也不斷傳出擔憂民進黨上台兩岸關係生變的消息，關於「邦
交國斷交潮」、「兩岸經濟合作受影響」、「服貿、貨貿喊停」、「兩會協商中斷」的擔憂聲此起彼
伏。這些都似乎預示著5月20日之後的兩岸關係將面臨嚴峻考驗。 

兩岸關係的「球」已到了民進黨腳下 
在大陸兩會宣告堅持「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要求民進黨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

其核心內涵之後，兩岸關係的「球」回到民進黨腳下。「5.20」之後的兩岸關係能否維持和平穩定，
端看民進黨能否對此做出正面回應。蔡英文在選舉前後，對「九二共識」的態度有所調整，從之前的
極力否認「九二共識」，到選前稱「『九二共識』不是唯一選項，只是選項之一」，再到《自由時
報》專訪談到「承認兩岸兩會九二年有過會談，達成了若干共同諒解與認知」，但是始終沒有觸及
「九二共識」中「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意涵，因而遲遲無法開啟與大陸的正常互動。一切的核心在
於，蔡英文無論是在「5.20」之前還是在「5.20」就職演說當中，必須在現有的「維持現狀」、「遵
守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回應「兩岸同屬一中」的性質定位問題。如果蔡英文繼續
拖延，那麼迎接她的可能是兩岸關係的「地動山搖」，而不是「波平浪靜」。    

 
 節選：《紫荊》雜誌306期(2016年4月號)  作者：皮英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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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會要聞 

1. 恭賀林建岳監事長續任旅發局主席 

香港特區政府日前公佈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委任名單，林建

岳監事長再獲委任為旅發局主席及成員，任期由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為期 3 年。林建岳回應指，未來 3

年會繼續與政府、旅遊與相關業界及其他持份者緊密合作，於

各客源市場推廣香港，希望吸引更多高增值旅客到訪，務求令

旅遊業能為香港社會帶來更大貢獻。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公佈委任時指出，林建岳

於過去 3 年帶領旅發局提升績效，在面對當前激烈的競爭及不穩定的外圍環境下，推廣香港為

世界級的旅遊勝地，成就卓越。林建岳回應指，十分感謝特區政府再度委任他出任旅發局主席

一職，並指出旅遊業界正進入調整期，經營環境較艱難，深明身為旅發局主席所須肩負的重

任。他相信，在旅發局、業界及特區政府同心協力下，香港的旅遊業定可通過各種考驗。他續

說，過去 3 年憑着局內同事及各方的共同努力，旅發局在多項工作上均取得不俗成果。在未來 3

年會繼續與各界緊密合作，於各客源市場推廣香港，希望吸引更多高增值旅客到訪，務求令旅

遊業能為香港社會帶來更大貢獻。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2/27/a08-0227.pdf (文匯報) 

2. 姚志勝執行會長出席海峽交流文化中心揭牌儀式並發言 

本會執行會長姚志勝出席 4 月 9 日於廈門舉行的「海峽交

流文化中心揭牌儀式」，身兼海峽兩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基金會會

長的他於會上發言表示，海峽兩岸青少年文化交流基金會計劃

投入 20 億元人民幣資金，傾資打造「海峽交流文化中心」活

動基地，該項目建成後將成為集教育培訓、科研辦公、會議、

展覽為一體的綜合性兩岸文化和青少年交流平台。中心將在國

台辦的指導和支持下，認真做好各項工作，充分發揮大陸和港

澳台社會各界力量，更加深入和具體地推動兩岸交流，為鞏固

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事業做出獨特的貢獻，搭建起「立足

閩南，輻射全國」的兩岸青少年交流總部基地。 

「海峽交流文化中心」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和香港海峽兩岸青少年交流基金

會共同發起，國台辦批准設立並提供業務指導。旨在承擔兩岸文教交流，特別是兩岸青少年交

流合作的公益性民間機構。全國台聯會長汪毅夫、國務院台辦副主任龍明彪、國台辦研究局副

局長孫升亮、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劉國深等 200 餘位兩岸四地主要涉台智

庫負責人亦蒞臨當天揭牌儀式。 

資料來源：http://chinareviewnews.com/crn-

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93&kindid=15350&docid=104189002 (中評社) 

▲ 林建岳監事長續任旅發局主席，

為期3年。 

▲ 姚志勝執行會長發言。 

http://pdf.wenweipo.com/2016/02/27/a08-0227.pdf
http://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93&kindid=15350&docid=104189002
http://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93&kindid=15350&docid=10418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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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將於 11 月舉辦「孫中山誕辰 150 周年紀念活動」 

今年11 月適逢孫中山誕辰150 周年，為了學習、繼承和發揚孫中山

的愛國思想、革命意志和進取精神，進一步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同心實現

「中國夢」，本會將籌辦「孫中山誕辰150 周年紀念活動」。活動籌委會

涵蓋香港政商學界要員及重要社團機構，並邀請香港特區政府官員、社會

知名人士、各大社團代表及青少年等兩岸四地多位嘉賽參與盛典，必將成

為涵蓋力最廣、影響力最深遠的活動之一。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處摘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