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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2015 年 10 月） 

一、 本會近期重要會務 

1.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攜手多個社團成功舉辦｢香港各界紀念抗日戰爭
勝利暨台灣光復 70 周年｣大會 

本會聯合 50 多個機構和社團，於 2015 年 10 月 5 日在香港隆重舉辦「香港各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暨台灣光復 70 周年」大會。該大會是國家紀念活動的重要部分，也是香港紀念抗戰 70 周年活動的重頭

戲。它有以下幾方面特點： 

第一，香港具有溝通兩岸的特殊地位，邀請兩岸三地的知名人士紀念台灣光復 70 周年，具有特殊意

義，故活動的主題包括紀念台灣光復 70 周年。應邀出席大會的台灣嘉賓來自多個層面，有專家學者，有

統派的代表，有中國國民黨資深成員，還有多位台灣退役將軍的代表。 

第二，活動的規格高，參與機構眾多，體現了很強的包容性和代表性。這個系列活動，由本會牽

頭，聯合香港 50 多個機構和逾 120 位知名人士，成立以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為榮譽主席，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為名譽主席的籌備委員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部長孫春

蘭率多個中央部委代表親臨出席，還特邀多名抗戰老兵代表及青少年代表與會。應邀出席的抗戰老戰士

中，有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隊員，也有當年的國軍戰士，大會規模為 1300 人。 

第三，整個活動以教育香港青年為重點，包括組織香港青年到訪香港和內地的多個抗戰遺址，探訪

本港抗戰老兵，與內地青年舉行座談，舉辦以紀念抗戰為主題的繪畫比賽、徵文比賽等。大會現場設置

多個展覽，讓香港的年輕一代，深入認識國家和香港曾經承受的苦難，認真總結抗日戰爭的歷史，更加

明白今天擁有的安定富庶生活非必然。誠如孫部長的大會致辭所述，｢港澳台青年一代是未來的棟樑，希

望他們了解中華民族那段充滿犧牲與熱血、激情與光榮的歷史，更加熱愛祖國、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和

平，把握香港、澳門、台灣同祖國緊密相連的前程命運，在今後的成長道路上，多一分寬廣的視野，多

一分對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使命與擔當。｣ 

 

▲ 主禮嘉賓與 10 位接受紀念章的老戰士合影。 

大會在國歌聲中拉開序幕，籌委會主席盧文端致歡迎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部長孫

春蘭、行政長官梁振英、台灣新黨主席郁慕明為大會致辭。孫春蘭部長更為十位抗日老戰士代表頒發紀

念章，以表彰他們在抗戰中的功勳。會上播放了由本會委託中央電視台特製的《不可忘卻的歷史》專題

短片，及「香港各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 70 周年系列活動」籌委會圖片匯集(以上兩段短片均

已上載至本會網站，歡迎瀏覽或下載)。 

各界代表亦於會上發言，包括：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交通員林珍、台灣世新大學教授王曉波、

香港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講座教授劉兆佳、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向隆萬、青年代表

譚潔雯。大會在大學生宣讀《和平宣言》及全體合唱《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下中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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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花絮 

    
▲ 盧文端致歡迎辭。 ▲ 左起：孫春蘭、梁振英、郁慕明為大會致辭。 

   
▲ 左起：唐英年、譚志源。 ▲ 左起：姚志勝、張曉明、孫春蘭、盧文端、

林建岳。 
▲ 左起：黃英豪、郝一峰。 

   
▲ 左起：洪祖杭、陳永棋、陳有

慶、戴德豐。 
▲ 左起：楊志紅、梁愛詩、葉劉淑儀。 ▲ 來自台灣及海外嘉賓。 

   
▲ 大學生宣讀《和平宣言》。 ▲ 梁振英與授章老戰士握手。 ▲ 林珍向孫部長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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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以「兩岸三地高爾夫友誼賽籌委會」名義主辦友誼賽 
本籌委會和香港高爾夫球會聯合舉辦的第一屆「兩岸三地高爾夫友誼賽」於 10 月 6 日假粉嶺高爾夫球

會舉行，來自兩岸三地逾 60 名愛好者，包括三地專業球手參賽。頒獎典禮當晚假深水灣高爾夫球會舉行。
行政長官梁振英、中聯辦副主任楊建平、籌委會主席林建岳、中國國民黨中央考紀委員周守訓等應邀主禮並
頒獎。 

出席頒獎典禮的嘉賓尚包括：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張榮恭，台灣以曹文生為首的多位
退役將軍，香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梁君彥，特區行政長官創新及科技顧問楊偉雄，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永
棋，籌委會執行主席盧文端和姚志勝，香港高爾夫球會會長林詩鍵等。 

 

林建岳在頒獎禮上指出，今次友誼賽，可以說為兩岸三地高爾夫愛好者切磋交流球技作出了有益的嘗
試，搭建了新的交流平台。本次賽事不僅是一項體育賽事，也是兩岸三地體育界和社會各界交流溝通的盛
會。他相信，是次賽事將成為一個良好起點，帶動高爾夫運動在兩岸三地得到進一步的普及，並藉此推動兩
岸三地的交流，共同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出力。 

友誼賽還包括由林建岳監事長贊助的專業賽事—「寰亞娛樂盃」，行政長官梁振英、中聯辦副主任楊建
平、中國國民黨中央考紀委員周守訓分別為冠軍黃文義(內地)、亞軍黃煥民(香港)、季軍高藤(台灣)頒獎。 

   
▲ 左起：林建岳、周守訓、林詩鍵在頒獎典禮上致辭。 

 
▲ 參賽球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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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協辦「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研討會」 
由香港中國經濟發展促進會主辦、「香港各界紀念

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 70 周年系列活動」籌備委員

會協辨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研討會」，10

月 6 日在香港大學王賡武講堂舉行，主題分別為「東京

大審判聚焦」與「兩岸共編抗日史之探索與台灣的歷史

教育」，並邀請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

任向隆萬、台灣世新大學教授王曉波作主講嘉賓，香港

大學中史碩士同學會何漢權會長作主持。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汪毅夫、香港中國經

濟發展促進會會長盧業樑等出席了座談會。 

                                 

 

 
 
 
 
 

 
 

 

4. 本會姚志勝執行會長率團出席「澳門『一國兩制』理論
與實踐研討會」 
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與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舉辦的第

四屆「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研討會於澳門開幕。兩岸四地的專家學者及

各界精英代表匯聚一堂，圍繞「一國兩制」在澳門 15 年實踐期的評估等

議題進行交流。本會執行會長姚志勝於會上致辭、副會長蘇永安、中聯辦

台務部部長唐怡源、香港鏡報執行社長徐新英等出席了研討會。 

姚志勝：港獨特地位無可取代 

姚志勝執行會長於開幕式致辭時指出，率先實行「一國兩制」的香

港，與台灣聯繫密切，在兩岸關

係發展進程中具有無可取代的獨

特地位。他指出於 10 月 5 日舉行的「香港各界紀念抗日戰爭

勝利暨台灣光復 70 周年」大會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

央統戰部部長孫春蘭提出了努力構建「三個共同體」：一是繼

承愛國傳統，弘揚民族精神，努力構建促進中華民族團結進步

的命運共同體；二是把握發展機遇，深化互利合作，努力構建

致力國家繁榮富強的利益共同體；三是珍視國家尊嚴，捍衛國

家利益，努力構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責任共同體，共

同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壯麗篇章。 
▲ 左起：王磊、徐新英、姚志勝、唐

怡源、蘇永安、吳育林等出席了研
討會。 

▲ 姚志勝於開幕式上致辭。 

▲ 盧業樑會長(右)頒發紀念品予王曉波教

授。 

▲ 向隆萬教授擔任座談會主講嘉賓。 ▲ 現場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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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會領導出席「紀念台灣光復 70 周年大會」，俞正聲發表講話 

10 月 23 日，「紀念台灣光復 70 周年大會」於北京人
民大會堂隆重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
俞正聲出席大會並發表題為《共同銘記歷史共圓偉大夢
想》的講話，大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統戰部部
長孫春蘭主持。 

俞正聲指出，抗戰勝利、台灣光復，洗刷了近代以來
中國屢遭外來侵略的民族恥辱，重新確立了中國在世界上
的大國地位，開闢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我們
紀念臺灣光復，就是要銘記歷史教訓，緬懷先烈功勳，弘
揚抗戰精神，共謀和平發展，同心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 

本會理事長盧文端、執行會長姚志勝、會務顧問李嘉
音、胡葆琳、張閭蘅、副會長吳永嘉、蘇永安、陳青東，
中聯辦台務部部長唐怡源，中央有關部門、人民團體、港
澳台同胞、海外僑胞、外國駐華使節代表共 500 多人出
席大會。 

 

 

二、 近期兩岸要事摘要 

張志軍：兩岸關係處重要節點 

10 月 14 日，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台灣陸委會主委夏立
言的工作會面（即「張夏二會」）在廣州東方賓館召開，國
台辦派出 8 名主談代表，陸委會則有 7 名代表，針對兩岸
相關議題深入討論。 

張志軍表示，當前兩岸關係處於重要節點。「我們在作選
擇時，應站在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順應歷史
潮流和民心，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
基礎，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確方向，排除干擾、克難
前行，為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攜手努力。」對此，夏立言
也表示贊同，他認為，兩岸之間有歷史遺留問題，也有交
流衍生的新問題，對事情的解決無法一蹴而就，需要雙方
在互動過程中面對現實、累積成果、培養共識，兩岸各界也應用理智、耐心與恆心循序漸進。 

張志軍還說，回顧 60 多年來兩岸關係發展歷程可見，不同的道路選擇會有不同的結果。
台海局勢曾動盪不安，兩岸關係一度走到危險邊緣。但是，實踐證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一
條正確的道路，將受到兩岸民眾的廣泛支持和國際社會的歡迎。 

夏立言也在會面時表示，外界對於後續兩岸關係情勢會有不同的解讀和看法，但當前絕大
部分台灣民眾希望維持和平繁榮的台海關係局面，以及繼續展開兩岸制度化協商，相信這也是
兩岸與區域各方的共同願望。兩岸應繼續鞏固既有的制度化協商及雙方互動的基礎和機制，面
對挑戰與複雜形勢，跳出兩岸關係陷入跌宕起伏循環的困境，取得更多豐碩成果。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5/10/15/a17-1015.pdf (文匯報) 

 

 

▲張志軍（右）與夏立言（左）在會
議室握手致意。 

▲ 左起：唐怡源、盧文端、陳青東
於北京人民大會堂外合影。 

http://pdf.wenweipo.com/2015/10/15/a17-1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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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籲繼任者沿用「九二共識」 

 馬英九在「雙十慶典」上發表談話表示，維持現狀已經
成為「台灣共識」，但他強調，這個現狀不會從天而降，而是
依循了包括「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等原則而來，馬英九希
望下任台灣「總統」能繼續沿用，讓兩岸關係繼續平順。 

「雙十慶典」在「總統府」前廣場舉行，馬英九以「和
平繁榮，永續台灣」為題發表演說。馬英九說，過去 7 年，
當局依據「九二共識」所推動的兩岸政策，有效維護台灣尊
嚴，促進兩岸合作，成功創造了台灣多數人支持的現狀。馬
英九表示，如果沒有「九二共識」，維持現狀就只是一句口
號、一句空話，不可能具體落實，也不可能推動兩岸和平發展。馬英九也表示，7 年前，兩岸
關係與國際關係彼此原是惡性循環，「我們把它扭轉為良性循環！現在，台灣多數人要維持的
是什麼樣的現狀？就是這個良性循環的現狀」！ 

馬英九表示，「九二共識」的依據就是台灣的「憲法」，台灣方面表達的是「一中」，絕不會
是「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台獨」。馬英九還反問，未來的「總統」接受依據「憲法」
達成的「九二共識」，「合憲合法，合情合理」，有什麼困難呢？ 

馬英九在結語時表示，在他任內，兩岸關係越來越和平穩定。但是，在「雙十慶典」的今
天，他要特別說出他的憂慮，這一方面是基於作為台灣領導人的責任；一方面也是基於他對台
灣的熱愛。「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他有必要讓所有民眾明白，台灣將會面對什麼樣的未來，
以及因應的方法。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5/10/11/a18-1011.pdf (文匯報) 

洪真情告白「絕不棄黨」朱強調堅守「九二共識」 

中國國民黨 17 日召開全代會臨時會議（簡稱臨全會），以「891 人表決 812 人同意」高票數
通過廢止洪秀柱代表該黨參選下屆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提名，改由現任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參選。 

臨全會以「凝聚共識、團結勝選」為主題，前黨主席、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立法院副
院長」洪秀柱，前黨主席連戰、吳伯雄，及現任黨主席朱立倫致詞。「黨可以不要我，我絕不
放棄黨。」洪秀柱在當日的致辭中言語依舊鏗鏘。她直言，不知道自己幾分鐘後作為國民黨正
式提名的「總統」參選人的身份會否改變，但她對國民黨的熱愛和期盼不變。 

向蔡下戰書辯兩岸政見 

朱立倫在隨後的參選致辭中，肯定了洪秀柱為國民黨「拋磚引玉」的貢獻，更向洪秀柱及
其支持者致歉，稱為保執政自己不得不接下此艱巨任務。他說，距離「大選」不足 100 天，選

情空前低迷和危險，已到了不能不面
對的時候。同時，他批評民進黨，表
達了對台灣未來自由民主擔憂。「以
街頭抗爭、霸佔主席台、衝突進行抗
爭的政黨，成為全面執政的政黨，台
灣還有制衡嗎？還有民主嗎？」 

他更向民進黨參選人蔡英文下戰
書，邀其進行兩岸政策辯論。並強
調，兩岸是否維持現狀不是蔡說了
算。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5/10/18/a05-1018.pdf  (文匯報)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處摘編 

▲馬英九在「雙十慶典」上表示「九
二共識」為兩岸關係之基礎。 

▲ 臨全會閉幕，中國國民黨全體黨代表舉手高呼團結。 

http://pdf.wenweipo.com/2015/10/11/a18-1011.pdf
http://pdf.wenweipo.com/2015/10/18/a05-101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