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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2017 年第 1 期） 

一、 近期要聞 

1. 中方強烈不滿日機構更名突出「台灣」 

日本在台機構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在其官方網站公佈，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交流協會」（Japan Interchange Association）變更

名稱為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Japan-TaiwanExchange 

Association）。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

場是一貫和明確的，我們堅決反對任何製造『一中一台』或『兩個

中國』的企圖。對於日方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消極舉措，我們表示強

烈的不滿。」她說：「中方敦促日方恪守《中日聯合聲明》確定的原

則和迄今向中方所做的承諾，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妥善地處理涉台問

題，不要向台灣當局和國際社會發出錯誤的信號，不要給中日關係製造新的干擾。」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12/29/a17-1229.pdf (文匯報) 

 

2. 「台獨」圖勾連「港獨」 國台辦：必頭破血流  政界批「兩獨合流」毀港台 

香港「暗獨」分子朱凱廸、姚松炎、「香港眾志」的羅冠聰及黃之

鋒等與台灣「獨派」合流，更赴台出席「時代力量」所舉辦的「時代

眾志．自決力量：2017 台港新生代議員論壇」，與「時代力量」的黨

部成員和「台獨」分子「台灣教授協會」張信堂及「島國前進」林飛

帆等對談。 

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在例行記者會上重申嚴正立場，並強調，一

小撮「台獨」勢力妄圖與「港獨」相勾連來分裂國家，是不可能得逞

的，「就像那句話說的，『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最終只會落得頭

破血流的下場。」事實上，自有關消息一出，香港政界人士即批評，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公然出席「台

獨」活動，反映了他們在立法會選舉時簽署擁護香港基本法的確認書，及當選後的宣誓均屬虛情假

意，違背承諾，並要求相關部門徹查。 

本會理事長盧文端強調， 中央政府已表明，鼓吹「自決」也是鼓吹「港獨」，「自決派」是次專程

到台灣與「台獨」分子交流，是「兩獨合流」的表現，超越了中央對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底線，做法

形同玩火，「不只是自焚，他們再搞下去的話，恐怕香港和台灣的前途都給他們焚了。」 

本會常務副會長、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指出，與「台獨」有關的政治爭拗擾攘了台灣多年，令到當

地的經濟及基建等發展進度緩慢，「莫說與其他『三小龍』香港、新加坡、韓國相比，台灣現在的發展

也被內地少數城市比下去了」，故不明白「自決派」有什麼可以在「台獨」分子身上「借鏡」、學到什

麼對香港有益的東西，他們此行根本沒有用處。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7/01/09/a02-0109.pdf (文匯報) 

▲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 

▲華春瑩(圓圖)就日駐台機構改名突出

「台灣」一事，表示強烈不滿。 

http://pdf.wenweipo.com/2016/12/29/a17-1229.pdf
http://pdf.wenweipo.com/2017/01/09/a02-0109.pdf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有限公司 
HongKongAssociationForPromotionOfPeacefulReunificationOfChinaLimited 

 

 
電話:(852)31517576 傳真:(852)31517977 電郵:info.enquiry@happrc.hk 

地址:九龍紅磡祟安街 18 號半島廣場 17 樓 1701-11 室 
Unit1701-11，17/F.，PeninsulaSquare，18SungOnStreet，Hunghom，Kowloon，H.K  

2 

3. 外交部：「一中」原則不可談判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接受採訪時提及中美關係，表示包括「一個中國」

政策在內的所有事項都在談判之列。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稱，世界上只

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

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事實，任何人都無法改變。陸慷強

調，「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是不可談判的。中方敦促美國

有關方面認清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國兩黨歷屆政府作出的承諾，

即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妥善處理台灣問

題，以免影響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和兩國重要領域的合作。 

美國觀察人士表示，特朗普上任後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並不是一個理想的時機，中國或對任何外

部的挑釁和刺激都尤其敏感，很可能作出強有力的反應，這可能導致中美關係緊張升級。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7/01/16/pdf15.htm  (文匯報)  

 
4. 國台辦：回首 2016 年兩岸關係之「變」展望 2017 年兩岸關係發展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1 月 11 日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應詢介紹

2016 年並展望 2017 年兩岸關係發展時表示，談到 2016 年的兩岸關係，

大家自然想到不久前兩岸媒體評選出的年度漢字「變」字，也會想到台灣

媒體評選出的台灣地區年度漢字「苦」字。一個「變」字概括了 2016 年兩

岸關係的變化情況，而一個「苦」字則表達了台灣民眾對這種變化所帶來

的衝擊和影響的切身感受。 

馬曉光指出，2016 年，台灣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兩岸關係形勢趨於複

雜嚴峻。台灣新執政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不認同兩岸同屬一中，破

壞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造成兩岸聯繫溝通和協商談判機制中斷，方方面面的成果受到影

響，台灣民眾切身利益受到損害。與此同時，「台獨」勢力動作頻頻，推行「去中國化」活動，嚴重威

脅台海和平穩定。 

馬曉光表示，展望 2017 年，兩岸關係發展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增加，風險挑戰增大。我們將繼續

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

獨」分裂，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研究出台有利於台灣同胞來大陸

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政策措施，增進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強化情感紐帶。 

資料來源：http://www.gwytb.gov.cn/wyly/201701/t20170111_11676209.htm (國台辦) 

 

5. 《施政報告》：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於 1 月 18 日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

告》時提出：「在把握國家發展帶來機遇、利用國家優惠政策的同時，我們要清楚

認識到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這既是法律，也是國際公認的政治現實，香

港完全沒有獨立或以任何形式分離的空間。香港的高度自治，是按照《基本法》

規定的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不是隨意的自治，也不是任何其他形式或程度的自

治。在『一國兩制』下、複雜的國際關係中，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有義務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香港特區政府繼續嚴格按照《基本法》，落實『一國兩

制』，亦會繼續維護人權、自由、民主、法治和廉潔等核心價值，促進社會穩定和

諧。」 

資料來源：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7/chi/tv.html (2017 年《施政報告》專頁) 

▲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2017 年《施政報告》。 

http://pdf.wenweipo.com/2017/01/16/pdf15.htm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701/t20170111_11676209.htm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7/chi/t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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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重要會務 
1. 本會舉辦 2017 丁酉年新春團拜 

 

本會於 2 月 13 日假南洋酒店舉行 2017 丁酉年新春團拜，中聯辦副主任楊建平、台務部部長唐怡

源、副部長李堅怡、創會理事長楊孫西、理事長盧文端、會長黃英豪、監事長林建岳、執行會長姚志

勝等共賀新春。出席團拜活動的還有首席顧問林廣兆，會務顧問胡葆琳、李嘉音、何志明、孫必達、

曾文仲，常務副會長蔣麗芸、蔡毅、陳亨利，副會長魏明德、吳永嘉、陳聰聰、孫少文、蘇永安、吳

天賜、鄭蘇薇、王少華、陳建強、閻偉寧，副監事長施榮懷等逾百人。 

活動花絮： 

 

楊建平副主任
致辭： 
    「 2016
年統促會香

港總會在反
「港獨」、支
持人大釋法

等方面都做了
很多工作。今年

是香港回歸 20 周年，大家對「一
國兩制」要有更強烈的自信，面
對「兩獨」互相勾結，要保持高
度警惕並進行堅決鬥爭。」 

▲ 主禮嘉賓共賀新春。 

  
▲ 左起：李堅怡、胡葆琳、蔣麗芸、盧文端、楊建平、唐怡源、

黃英豪、姚志勝、蔡毅。 
▲ 現場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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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舉辦第二屆第六次常務理事會擴大會議 

 

  本會於 2 月 13 日舉行第二屆第六次常務理事會擴大會議。大會由黃英豪會長主持並作工作報告。
他說，過去的一年，我們以反對｢兩獨｣為重點，舉辦了多項有意義的活動。去年我們舉辦了多場座談
會，組織參加了多個以反｢港獨｣為主題的大型集會，並在香港多個主流媒體上撰文發聲。去年本會還
與香港多個機構共同舉辦了「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大會」。今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周
年。本會將計劃舉行多項重要的活動。主要是：第一、3 月份本會繼續藉兩會期間在北京舉辦新春座
談會；第二、舉辦海峽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第三、舉辦｢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第
四、圍繞台灣開放老兵返鄉 30 年的主題，舉辦相關活動。 
 會上亦審議通過了新近申請入會名單，他們是：陳孝欽先生為常務理事，王雅雯小姐、曲天赫先
生、林至穎先生為理事。 

領導建言簡要： 

     
本會希望藉紀念香港回

歸 20 周年之際，以凝

聚兩岸青年為重點，攜

手全球華僑華人舉辦一

場既隆重又具特色的反

「獨」促統大會。 

過去一年，本會以反

對「台獨」、「港獨」

為重點，舉辦了多項

有意義的活動，我們

要高度警惕並堅決遏

制「兩獨」合流。 

可攜手台灣的民間

力量，配合「一帶

一路」的戰略機

遇，共同發展經

濟。 

加強反對「兩獨」

工作的力度，堅決

遏制「港獨」與

「台獨」的合流，

多向社會和學校發

聲。 

本會在「和平統一」

上一直走在最前

面。今年是台灣開

放老兵返鄉探親 30

周年，可以此為題，

舉辦相關活動。 

      

可以研究組團到

台灣，與當地交

流如何為祖國和

平統一出力。 

除擴大本會影響

力外，更應在

「反港獨」問題

上加大力度。 

不可忽略兩岸民

間交流和溝通，

這對化解現時矛

盾有幫助。 

多多宣傳「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

的成功，讓台灣聽

到正面的聲音。 

希望與在香港讀

書的台灣學生加

強聯繫。 

經常看到本會成

員在各媒體發表

文章。建議可考

慮在台灣報章上

刊登本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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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 左起：孫少文、陳聰聰、盧文端、林建岳、黃英豪。 ▲ 左起：陳建強、鄭蘇薇、何志明、吳永嘉、施榮懷、蔡毅、盧金

榮。 

 

三、 2016 年會務回顧電子書出版 

過去一年，承蒙各位支持與關照，本

會成功舉辦了多項活動，並編輯成冊，如

欲回顧 2016 年本會會務，可點以下網址

瀏覽電子書。 

http://www.happrc.hk/ebook/50/  

  本會將繼往開來，於新的一年，繼續

發揮香港優勢，為兩岸和平發展作出更大

貢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處摘編 

http://www.happrc.hk/ebook/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