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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強烈譴責「佔中」行為 堅決抵制 6.22｢公投｣ 

日前香港激進反對派借故預演「佔領中環」，試圖佔領立法會，

造成大混亂。本會認為，「佔中」對香港有四大危害：一是衝擊法

治；二是破壞營商環境；三是誤導青少年犯法；四是阻礙普選落實。

須知「佔中」的嚴重後果，各界必須抵制。「佔中」還將對市民人

身安全及私有財產帶來極大威脅，也將嚇走大批國際投資者，對作

為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的金融業帶來難以恢復的巨大損傷，對香

港已有所退步的營商環境及經濟競爭力更是雪上加霜。「佔中」以

癱瘓中環相要挾，一旦成事，不僅將癱瘓中環，也將癱瘓整個港九

新界地區，令香港落入難以管治的亂局，香港將永無寧日。「佔中」

行動的發起人蓄意擾亂正常社會秩序，是存心製造動亂。他們根本

無意爭取普選，而是綁架社會整體利益、挾持中央政府及特區達到

其政治目的。 

「佔領中環」行動將於6月22日舉行所謂「全民公投」。激進反

對派以「622電子投票」作為一場決戰，企圖誤導市民抗拒中央、

破壞循序漸進的政改。本會呼吁，我們要清醒認識「佔中」對本港

社會的的危害性和破壞性，堅決抵制「佔中」的各種違法行為，廣

泛動員身邊的朋友，親友對此加以警醒，團結一致，堅決維護香港

社會的正常秩序，不要加入「佔中」――這一沖擊法治、破壞社會

秩序的政治鬧劇之中。 

 

二．近期兩岸及港台交流大事綜述 

 6 月 15 日，第六屆海峽論壇大會在福建廈門舉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出席論壇開幕式並

致辭。 他受習近平總書記的委託，向參加論壇的兩岸同胞特別是

來自台灣的鄉親們致以誠摯問候。他說，本屆論壇以“和諧發展、

編輯說明 

尊敬的各位領導： 

 為了加強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及本會會務的深入了解，本會秘書處將即日

起，不定期出版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簡訊>>，供各位瀏覽。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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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兩岸”為主題，講出了兩岸民眾的心裡話。這是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成果造福兩岸民眾的生動寫照，也反映了兩岸同胞共謀社會和

諧、經濟發展、生活幸福的熱切期盼。   

    俞正聲強調，兩岸關係不斷向前邁進，必然會觸及到一些深層

問題。只要我們鞏固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基

礎，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兩岸關係就能行穩致遠。我們

歡迎更多的台灣同胞，不分黨派，不分行業，不分地域，都參與到

兩岸大交流的進程中來，同大陸的兄弟姐妹一道，維護好兩岸關係

發展的良好局面，建設好我們共同的家園。  

     俞正聲強調，只要兩岸同胞都“手牽著手，肩並著肩”，“團

結起來，相親相愛”，就一定能在不斷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

程中實現過上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願望，共同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早日實現。  

本屆論壇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念，繼續圍繞“擴大民間交

流，加強兩岸合作，促進共同發展”的主題，追求“和諧發展，幸

福兩岸”的目標。本次活動共計 18 項，具體涵蓋大會活動、基層

交流、文化交流、經貿交流四大板塊。除了主會場設在廈門之外，

福建省多個城市舉辦分會場活動，將兩岸交流與合作不斷向前推

進。  

    海峽論壇自 2009 年舉辦首屆以來，已經連續舉辦了五屆。每

一屆活動都充分體現兩岸交流的民間性、草根性、廣泛性，同時也

是最具包容性的兩岸民間交流活動。今年在廈門舉辦的第六屆海峽

論壇，既是過去五屆的延續與發展，同時也具有不同於以往的背

景。在本次論壇之前，台灣島內發生激烈的反服貿運動，“太陽花

學運”以及島內的社會運動達到新的高潮，不僅對台灣當局施政產

生重大衝擊，而且對兩岸關係也造成了嚴重影響。島內“反黑箱服

貿”運動，已經對兩岸關係發展產生刹車作用，至今兩岸服貿協議

還躺在台“立法院”，而且藍綠還將在臨時會進行激烈拉鋸攻防。

服貿能否過關、何時過關，不僅攸關 ECFA 的後續談判進程，而且

它還牽涉到台灣民意對當前兩岸關係的看法，牽涉到兩岸關係能否

撥亂反正，重返正軌，實現平穩發展。  

我會理事長盧文端、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部長唐怡源任榮譽團

長、執行會長姚志勝為團長、與我會會務顧問陳金烈、副會長吳天

賜、常務理事姚道義、中聯辦台務部許孟等一行8人組成統促會香

港總會代表團，前往廈門參與第六屆海峽論壇。  

論壇期間，盧文端、姚志勝等獲邀出席海峽論壇大會，並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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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代表一道獲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的親切

會見。代表團還參加了2014兩岸僑聯和平發展論壇。 

 

 

 台灣綠營政治明星、台南市長賴清德 6 月 6 日率團赴上海進行藝

文交流。 

賴的破冰之旅獲得新任黨魁蔡英文背書，這是太陽花學運後，

民進黨重量級政治人物首度率團登陸﹐顯示做為最大在野黨，民進

黨務實面對兩岸交流發展，不受台灣內部反中情緒上漲而中斷接觸。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將於 6 月 23-26 日首次訪台。 

這是是對今年 2 月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的回訪，這一來一往，

讓兩岸主管部門負責人互訪制度初步形成，對進一步解決兩岸之間

的各種問題，尤其是深水區的問題提供了條件﹐也將為兩岸關係寫

下新頁。 

張志軍的台灣行，全程預計四天三夜，訪問新北市、台中市、

彰化縣及高雄市，會晤新北市長朱立倫、台中市長胡志強、高雄市

長陳菊等地方首長。其中，從未正式接待大陸高層訪問團的陳菊與

張志軍見面，可謂高雄市政府的“破冰”之舉，連同台南市長賴清

德日前訪上海，南台灣兩大綠營要角，都在兩岸交流跨出了一大步。  

 

 內地遊客到台灣旅遊增加﹐相反到港人數減少  

據文匯網報道，有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內地赴台遊客較

去年同期增加近五成，而同期到港內地遊客僅增加兩成。美銀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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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學家周奐彤（Marcella Chow）認為，香港居民

的反內地人情緒和台灣地區放寬旅行限制的政策是造成現狀的主要

因素。  

   台灣在 2008 年開始敞開大門給內地旅遊團體，在 2011 年更加准

許個人遊客進台旅遊觀光。在中國農曆新年假期期間，台灣地區甚

至提高旅遊簽證的審批效率，增加簽注發放量，讓更多人赴台。今

年 5 月，馬英九政府放寬旅遊配額限制，允許每天高達 5，000 個內

地遊客團和 4，000 個個人遊客到台灣旅遊。  

   而台灣逐漸放鬆的旅遊限制亦產生了明顯的經濟效益，特別是在

零售和餐飲方面達到近 15 個月來的新高。  

反之，香港和內地之間的關係則越發緊張。4 月份的內地幼童在旺角

街頭小便事件和 2 月份的香港居民“反蝗蟲”活動都引起兩地的罵

戰和爭論。而最近的減少個人遊規模政策的爭論也對內地旅客來港

旅遊有影響。4 月份，香港零售銷售收入遭遇 2009 年以來的最大降

福，奢侈品銷售方面降低了四成。  

 

 台北市長郝龍斌 6 月 10-11 日訪港 

他向香港推介主題為“Fun Taipei， By My Way”的台北

自由行產品，冀更多的港澳遊客赴台北旅遊觀光，促進台北與香港

的交流與情感。  

   郝龍斌介紹了 5 條浪漫主題路線，包括“藝文迷戀”“時尚熱

戀”“純真愛戀”“舊城浪漫”“樂活蜜月”，路線中的景點包括

松山文創園區、園山花博園區等，遊客只需要搭乘捷運、公車、外

加步行就可以達到這些地方，非常方便。為了促進觀光旅遊的發展，

台北市政府此次特別推出了針對香港和澳門兩地遊客的機票加酒店

行程，3 日 2 夜費用從 1700 港元起，在 21 日前訂購還能多享受 320

港元額外優惠。  

    據郝龍斌介紹，港澳地區去年有超過 118 萬人到台灣，而其中

到訪台北的比例高達 8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