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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2016 年第 4 期） 
一、 近期兩岸及港台交流要事摘要 

1. 國台辦：蔡未完成「九二共識」答卷   

台灣新領導人蔡英文5月20日發表就職講話，講話中表示1992年兩岸

兩會秉持相互諒解、求同存異的政治思維，進行溝通協商，達成若干的共

同認知與諒解，她尊重這個歷史事實。1992年後，20多年來雙方交流、協

商所累積形成的現狀與成果，兩岸都應該共同珍惜與維護，並在這個既有

的事實與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處理兩岸事務

時，會依據台灣地區憲制性規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規定。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負責人當天就當前兩岸關係發表談話指出，

8 年來，兩岸雙方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

開闢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台海局勢擺脫緊張動盪，呈現安定祥和。維護這一良好局面是兩岸同

胞、海外僑胞和國際社會的共同期盼。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在於堅持「九二共識」政治基

礎。「九二共識」經過兩岸雙方明確授權認可，得到兩岸領導人共同確認，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

石。他說，蔡英文提到1992 年兩岸兩會會談和達成了若干共同認知，表示要依據現行規定和有關條

例處理兩岸關係事務，在既有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但是，在兩岸同胞最關切

的兩岸關係性質這一根本問題上採取模糊態度，沒有明確承認「九二共識」和認同其核心意涵，沒有

提出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具體辦法。這是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5/21/a04-0521.pdf (文匯報) 

 

2. 張志軍：背離一中原則台海將動盪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5月25 日會見台灣工商團

體秘書長聯誼會參訪團時指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台海和平的

關鍵在於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大陸強調「九二共識」

的重要性，就在於它體現了一個中國原則，清晰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性

質，表明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他說，2008年以來，正是由於兩岸雙方確認「兩岸同屬一中」核

心意涵的「九二共識」，兩岸兩會才有11次商談和23項協議的簽署，

國台辦和台灣陸委會才能建立常態化的聯繫溝通機制。我們對台的大

政方針不因台灣政局的變化而改變。但是，台灣當局新領導人在兩岸關係性質這一重大原則問題上沒

有清晰態度，沒有作出明確回答，這勢必損害兩岸關係的穩定發展。 

張志軍指出，「台獨」沒有前途，不可能成為台灣未來的一個選項，這是一個歷史定論。有人說要

重視台灣普遍民意，台灣民眾因特殊的歷史遭遇和社會環境形成的心態和感受可以理解。但是，台灣

社會也應了解和重視13.7億大陸民眾的感受。他們對歷史上民族弱亂時倍受外敵欺凌、國破山河碎有

着極其深刻的記憶，對維護國家統一、絕不允許國家被分裂有着堅如磐石的意志和始終如一的態度。 

他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於3月強調，「我們將堅決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維護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絕不讓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和堅定意志，也是我

們對歷史對人民的莊嚴承諾和責任」。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台獨」只能是絕路。如能把這一歷史大勢

看清楚、想明白，徹底排除「台獨」選項，回到兩岸同屬一中的框架，就能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5/27/a18-0527.pdf (文匯報) 

▲ 蔡英文發表就職講話。 

▲ 張志軍（右）25 日與台灣工商團體

秘書長聯誼會參訪團會面。 

http://pdf.wenweipo.com/2016/05/21/a04-0521.pdf
http://pdf.wenweipo.com/2016/05/27/a18-05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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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蔡政府要慎行   「『九二共識』是兩岸溝通唯一信任」 

在5月20日卸任的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接受專訪，回顧

三年半任期，及對兩岸關係的展望。作為與大陸海協會的對口單

位，他表示在其任期以來「共識很高」，合作無間地共同謀取兩

岸福祉，對話管道也「相當暢通」，「九二共識」是兩岸八年來溝

通的唯一信任，他建議蔡英文政府要慎行。 

記者問到，民進黨領導人蔡英文將於5月20日上任，他會不

會擔心在之後兩岸的交流出現問題。林中森說：「對岸有對岸的

期待，我們也是對新政府有期待，但最重要的還是在互釋善

意。」對於馬英九政府的施政，林中森覺得在「九二共識」上已

經創立了不錯的局面；而對於蔡英文所提出的兩岸「維持現

狀」，他則認為要看蔡英文怎麼實踐，因為兩岸當然是追求和平繁榮為前提。面對大陸強調的「一中

原則」，林中森表示，「九二共識」是兩岸八年來溝通的唯一信任。對於繼任他的人、未來政府及尚未

了解大陸的台灣青年，他則是給予建議：「多搜集資料、做足功課、掌握機遇、審慎評估風險、謀定

而後動。」 

林中森認為，這八年馬政府執政期間是兩岸互動最旺盛的時期，不只兩岸民眾在2015年互訪達到

968萬人次，大陸來台學生也有4萬多名。經貿發展也吸引兩岸間相互投資越來越多。對於將來「服

貿協議」是否在蔡政府下還能通過，林中森表示蔡政府還是要有耐心，畢竟大陸這麼大的經濟體，不

能說放棄就放棄，否則無形間「會錯失很多機會」。林中森補充，現在政府已經對於「兩岸協議監督

法制化」有了具體作為，但不論是中國國民黨政府，還是民進黨政府，都還是會依據兩岸框架。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5/16/a14-0516.pdf (文匯報) 

 

4. 被日扣押台船交保獲釋 

台灣屏東漁船「東聖吉16號」日前在沖之鳥礁海域遭到日本公

務船扣押。台籍船長被日方以直升機載至橫濱，在台灣「漁業署」

駐日專員協助交涉下，接獲日方願釋放人船的消息。船東將保證金

匯款至日本，由台灣方面「駐日代表處」代為繳納後，船長獲釋。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抗議日本公務船強扣「東聖吉16

號」，要求日本立即放回人船。認為「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應公開譴

責日本的蠻橫行徑。「國民黨團」還指出，肯尼亞電信詐騙案中立場

強硬的綠營政治人物對此事件一聲不吭，「碰到大陸就硬，碰到日本

就軟」。台灣海洋大學教授歐慶賢指出，沖之鳥礁屬日本最南邊的

礁，不但沒人居住，上面也沒有任何經濟活動，不該擁有專屬經濟區。日本扣押台灣漁船，違反聯合

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台灣外事主管部門應該代表漁民向日本據理力爭。台灣琉球區漁會表示，為了抗

議日本的霸道行為，全台漁會將會進行串連，到日本在台交流協會抗議。 

對此，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除了譴責日方嚴重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立的「公海自由」

外，還提出捍衛公海捕魚自由、反對日本違法擴權、強力維護漁民權益3項嚴正聲明，並要求「行政

院」強力交涉、全力護漁。「行政院長」張善政表示，沖之鳥礁附近是公海，日本知法犯法是濫權跟擴

權行為，台當局一定挺漁民到底，台灣尊嚴不能被妥協糟蹋，「這個事件也不能這樣吞下去」。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4/28/a17-0428.pdf (文匯報) 

▲「東聖吉 16 號」在沖之鳥礁海域

遭到日本公務船扣押。 

▲ 林中森(右)接受專訪。 

http://pdf.wenweipo.com/2016/05/16/a14-0516.pdf
http://pdf.wenweipo.com/2016/04/28/a17-04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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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應台出席世衛大會強調「九二共識」基礎 

5月6日，世衛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致函台灣衛生主管部門負責人，邀請台灣
以「中華台北」名義、觀察員身份參加今年世界衛生大會（WHA）。據了解，台
灣方面已經覆函。因為今年世衛組織發給台灣的邀請函首次加註《2758號決
議》，台灣民進黨新當局日前就此發表「4點聲明」稱，以《聯大2758號決議》
為基礎的「一中」原則，與台灣方面參與世衛大會無關，此事是「政治力干
預」，並就此提出抗議。 

挑戰「一中」將難以為繼 
對此，馬曉光指出，2008年以來，兩岸雙方在堅持「九二共識」共同政治

基礎上，不斷增進政治互信，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背景下，從
2009年開始，台灣方面得以參與世衛大會，這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作出的特殊安排。挑戰國際社會公
認的「一中」原則，相關的安排將難以為繼。據介紹，今年世衛組織將邀請函發給現任台衛生部門負

責人，符合以往做法。至於蔡英文在「5．20」就職演說中若不承認「九二共識」，會對兩岸關係帶來
哪些影響？馬曉光指出，當前，兩岸關係正處在重要節點，球在台灣新的當政者手上，何去何從，人
們拭目以待。 

第69屆世界衛生大會於5月23日在日內瓦萬國宮開幕，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率領約
60人的代表團出席大會，台灣則由衛福部長林奏延率領，以「中華台北」名義參會。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5/12/pdf20.htm (文匯報) 

 

6. 羅冠聰赴台謀合雙「獨」 

「香港眾志」成立不足兩個月，其成員已多次到海外巡迴

「宣傳」，被港人痛斥他們明目張膽勾結外國勢力。不過，他們

卻未罷休。「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又在社交媒體宣稱，會與

「台獨」分子出席6月1日由「華人民主書院」舉辦題為《直球對

決－港台政治新勢力如何面對中國？》的論壇，聲言要討論「台

港新世代」如何應對及面對「中國議題」。香港各界人士均批

評，他的做法嚴重不妥，明顯是把「台獨」、「港獨」勢力聯合，

意圖將香港或台灣從國家分裂出去，把香港尋推向「末路」。 

論壇邀請了香港「佔領」行動發起人之一周永康、羅冠聰，

與台灣「時代力量」立法委員林昶佐「對話」。他們聲言藉着這場

演講，討論台灣與香港「青年參政」的狀況，及如何去面對「中

國議題」。林昶佐此人為「台獨」分子，同時也是「語言偽術」的表表者，與鼓吹「自決」的羅冠聰

等可謂「臭味相投」。這樣一個不斷鼓吹「台獨」的分子，就像香港的反對派一樣，煽動他人不遵守

法紀、使用暴力，自己就在背後「食花生」。早前，有「台獨」團體煽動部分台灣居民出遊時在護照

上貼上所謂「台灣國」貼紙，不少人被拒入境。 

林昶佐於4月底回應此事，聲稱自己去過三十多個國家及地區旅行，護照上貼上各種貼紙標註，

在國際間大多都不會遭受什麼問題，又呼籲當地民眾「出國」要貼「台灣國」護照貼紙。不過，他在

上周赴日內瓦參與世界衛生大會時，有傳媒關注他的護照封面是否貼有「台灣國」貼紙。林昶佐卻突

反口稱，他的護照上「從來沒貼東西」，又拒絕向傳媒展示其護照，只稱：「有啥好看的？」不少人批

評，林昶佐的行為是標準的「心口不一」、「死道友不死貧道」。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6/01/a10-0601.pdf  (文匯報)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 羅冠聰宣傳「華人民主書院」論壇。 

http://pdf.wenweipo.com/2016/05/12/pdf20.htm
http://pdf.wenweipo.com/2016/06/01/a10-06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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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近期重要會務 

1. 本會領導出席「明匯智庫」成立典禮 

由本會常務副會長曾智明先生牽頭成立並擔任主席、盧文端理事長、黃英豪會長、林建岳監事長

等擔任榮譽顧問的「明匯智庫」於5月6日在海景嘉福酒店舉行成立典禮，同日下午及晚上分別舉行舉

行「九月立法會選舉前瞻」研討會及酒會。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中聯辦副主任楊健為酒會主禮，盧文

端理事長、黃英豪會長、王國強常務副會長、李文俊常務副會長等蒞臨主禮，共襄盛舉。「明匯智

庫」的成立，必將更有效地凝聚及溝通各界，對香港問題展開針對性研究，提出具建設性的意見，為

香港社會的發展發聲出力。 

 

活動花絮： 

   
▲左起：方方會務顧問、黃英豪會長、張德

熙先生。 

▲曾智明常務副會長(左)及曾俊華

司長步入會場。 
▲左起：林樹哲首席顧問、王國強常務

副會長、袁武會務顧問。 

 

 

▲ 盧文端理事長(前排左三)、黃英豪會長(后排右二)擔任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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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福建省台聯黨組書記蔡爾申一行到訪本會 

福建省台聯黨組書記蔡爾申先生和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李韌先生等一行於5月23日到
訪本會，與本會領導進行了座談。蔡爾申先生曾多次參與本會主辦的活動，包括去年舉辦的「香
港各界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大會」，對本會會務指導良多。座談期間，雙方
就推動兩岸關係發展、進一步聯誼海內外台胞等議題作出了深入的交流。 

中聯辦台務部胡相國副部長，盧文端理事長、黃英豪會長、姚志勝執行會長、林銘森會務顧
問、吳永嘉副會長、李冠華副會長、暨嘉華秘書長等出席了座談。 

 

▲ 主賓合照。 

 

3. 本會舉行第二屆第五次常務理事會議  

本會於 5 月 31 日舉行第二屆第五次常務理事會議。黃英豪會長主持會議。黃會長回顧了本會上

半年度舉行的重點活動，包括兩會期間於北京舉行的新春座談會，其層次之高、交流之暢獲大家一

致讚揚，並希望該會成為本會一年一度具標誌性的活動。 

黃英豪會長亦宣佈了下半年本會主辦的活動，其中「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系

列活動」將是重點，該活動將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會議上亦審議通過了新近入會名單，

新增聘孫少文先生、王庭聰先生及閻偉寧先生出任副會長，邢少南先生、林健忠先生及吳志堅先生

出任常務理事，馬超女士、崔硯文女士、楊星祐先生、林志德先生、楊栢濠先生及王加佳女士出任

理事。 

出席常務理事會議的領導有：盧文端理事長、黃英豪會長、姚志勝執行會長、李堅怡常務副會

長、李君豪常務副會長、吳永嘉副會長、施榮忻副會長、陳聰聰副會長、鄭蘇薇副會長、余建明副

會長、陳青東副會長、李冠華副會長、暨嘉華秘書長等等。 

  

▲ 會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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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一行到訪並舉行座談會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孫凌雁執行副秘書長、郝一峰副秘書長等一行到訪本會，並與該會港區理
事舉行座談會。中聯辦台務部副部長李堅怡，本會理事長盧文端、會長黃英豪、執行會長姚志勝、
會務顧問胡葆琳、李嘉音，副會長陳聰聰，香江論壇主席江素惠等出席了座談。 

孫凌雁執行副秘書長於座談會上介紹了 520 後兩岸最新形勢，並期盼在座理事能善用各種渠
道、各種機會，加強交流，成為和平統一大業的參與者和推動者。會後，孫執行副秘書長更為新任
港區理事頒發證書。 

姚志勝執行會長致歡迎辭  
盧文端理事長認為，孫凌雁執行副

秘書長恰逢 520 後到來，方才的講話，
為本會及港區理事傳轉了中央對台最新
大政方針。 

黃英豪會長說，本會將牢牢記住並
好好把握中央對台工作的方針。更應響
應中央提出的加強台灣「三中一青」的
工作(「三中一青」即為「中小企業」、
「中低收入」、「中南部」及「青年」)。 

姚志勝執行會長於致歡迎辭時提到，在中國統促會的指導下，香港地區理事多年來為國家的統
一大業，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都在不同的層面，不同的崗位，默默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今後我們
也將一如既往，立足香港，為兩岸﹑為港台多做工作。 

與會代表積極建言 
李堅怡副部長說，民進黨執政後，始終沒有承認「九二共識」，走了一條與大陸切割的路線。現

時，雖然兩岸高層對話暫已停止，但是兩岸的民間交流更應加強。 
胡葆琳會務顧問說，明年將繼續加強港台青年交流，尤以創新科技為主。並邀台灣青年到大陸

交流，體會大陸在「一帶一路」、「十三五」、「亞投行」等政策下的發展潛力。李嘉音會務顧問則將

不遺餘力地舉辦各類慈善活動，希望發揮作為中國和統會理事的優勢，加強交流。香江論壇主席江
素惠提到，香江論壇將繼續提供與綠營交流的平台，不忘初衷，希望兩岸保持交流。鄭蘇薇副會長

提及，現時最重要是打破 520 後的悶局並加強「三中一青」的工作。黃杰力常務理事認為兩岸應保
持文化交流。 

 
▲ 孫凌雁執行副秘書長(前排左六)與中國統促會港區理事合影。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處摘編 

▲ 左起：郝一峰、盧文端、孫凌雁、黃英豪、姚志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