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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2016 年第 5 期） 
一、 近期要事摘要 

1. 南海仲裁公然否定九段線  習近平：中國不接受裁決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 12 日宣布了裁決結果，全面否定中國長期堅持
的「九段線」內對南海海域和島礁擁有的歷史權利，並近乎全盤認同了
菲律賓方面提出的一應訴求。中國政府立即發表嚴正聲明，再次闡明中
國在南海所擁有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表態，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在任何情況下不受所謂菲律賓南海仲裁案裁決的影響。中國不接受任何
基於該仲裁裁決的主張和行動。中國一貫維護國際法治以及公平和正
義，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堅定致力於維護南海和平穩定，致力於

同直接有關的當事國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根據國際法，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有關爭議。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見相關人士時表示，中國政府不接受、不承認菲律賓南海仲裁案的所謂

「裁決」，這是維護國際法的舉措。作為直接當事國，中方最關心並致力於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穩
定，將繼續根據《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規定，依據國際法，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有關爭議。希望
歐方在這一問題上堅持客觀和中立。 

本會盧文端理事長、姚志勝執行會長分別以「兩岸應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南海祖業」及「共同維
護中華民族南海祖業 改善兩岸關係重要契機」為題撰文，指出對於南海問題上，兩岸是利益共同體，
兩岸同胞有責任共同維護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共同維護中華民族的南海祖業。 

資料來源：http://paper.takungpao.com/resfile/PDF/20160713/PDF/a1_screen.pdf(大公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聲明全文 
為重申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加強與各國在南海的合作，維護南海和平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  

一、中國南海諸島包括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中國人民在南海的活動已有 2000 多年歷史。

中國最早發現、命名和開發利用南海諸島及相關海域，最早並持續、和平、有效地對南海諸島及相關海域行使主權和管

轄，確立了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相關權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收復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曾非法侵佔的中國南海諸島，並恢復行使主權。中國政府為

加強對南海諸島的管理，於 1947 年審核修訂了南海諸島地理名稱，編寫了《南海諸島地理志略》和繪製了標繪有南海

斷續線的《南海諸島位置圖》，並於 1948 年 2 月正式公布，昭告世界。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以來，堅定維護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1958 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199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199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

大陸架法》以及 1996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決定》等系

列法律文件，進一步確認了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三、基於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的長期歷史實踐及歷屆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根據中國國內法以及包括《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包括： 

（一）中國對南海諸島，包括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擁有主權； 

（二）中國南海諸島擁有內水、領海和毗連區； 

（三）中國南海諸島擁有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 

（四）中國在南海擁有歷史性權利。 

中國上述立場符合有關國際法和國際實踐。 

四、中國一向堅決反對一些國家對中國南沙群島部分島礁的非法侵佔及在中國相關管轄海域的侵權行為。中國願繼

續與直接有關當事國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根據國際法，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南海有關爭議。中國願同有關直接

當事國盡一切努力作出實際性的臨時安排，包括在相關海域進行共同開發，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 

五、中國尊重和支持各國依據國際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飛越自由，願與其他沿岸國和國際社會合作，維護南海國

際航運通道的安全和暢通。 

▲習近平：中國不接受仲

裁案裁決結果。 

http://paper.takungpao.com/resfile/PDF/20160713/PDF/a1_scre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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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俞正聲出席海峽論壇開幕式並接見姚志勝執行會長一行 

第八屆海峽論壇 6 月 12 日在廈門隆重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出席並

致辭。由本會執行會長姚志勝任團長、香港中聯辦台灣事務部副部長李堅怡為副團長的香港代表團一

行獲俞正聲主席的親切會見， 

俞正聲在致辭中表示，論壇開幕前與兩岸部分代表見面，他們都高度評價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所取

得的成就，同時對兩岸發展前景也有些擔憂，強烈呼籲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台海和平穩定。俞正

聲強調，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台海和平穩定，關鍵是要堅持「九二共識」政治基礎，堅決反對和

遏制「台獨」分裂活動。堅持這一政治基礎，兩岸關係就能向着光明的前景邁進。只要堅持不懈，兩

岸民眾交流定會成為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錨頭」，成為兩岸同胞共同駛向美好未來的「風帆」。 

姚志勝執行會長在主旨發言中表示，希望擴大兩岸四地人才交流，增進青少年對中華民族文化的

認同感。「海峽兩岸血同緣、書同文、語同

聲，同宗同源、一脈相承，兩岸青年同為中

華文化的傳承者，應當在弘揚中華文化的過

程中互幫互促、攜手共進，共同促進和增進

兩岸文化、經濟和青少年人士的政治互信和

情感融合。」姚志勝還認為，「九二共識」是

經受過歷史檢驗並得到兩岸民意支持的共

識，是兩岸建立互信的基礎，是兩岸關係

的寶貴資產，只有認同「九二共識」，堅持

「九二共識」，才能為兩岸人民謀福祉。 

資料來源：http://news.takungpao.com.hk/mainland/focus/2016-06/3332123.html(大公報)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6/14/a12-0614.pdf(文匯報) 

 

3. 張志軍：「一中」是兩岸定海神針 

7 月 17 日中午，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北京出席第五屆世界和平論壇並發表演

講，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只有堅持這一原則，兩岸關係才能穩定發展、台海才

能保持和平安寧。 

張志軍在演講中首先介紹了台灣問題的由來。他指出，了解台灣問題首先要了解兩個基本事實：

一是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是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1949 年以來，儘管

大陸與台灣尚未統一，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沒有改變，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未改變。作為

中國內部事務，台灣問題應由兩岸中國人自己解決，任何外來勢力都沒有權利插手干涉。 

台新當局令協商機制中斷 

張志軍強調，回顧兩岸關係發展歷程可以得到很多有益啟示。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中國原則是

兩岸關係的定海神針。堅持這一原則，兩岸關係才能穩定發展、台海才能保持和平安寧。背離這一原

則，台海就會險象環生，就可能出大亂子。「九二共識」的重要性在於它體現了一個中國原則，清晰

▲香港代表團大合照。 

http://news.takungpao.com.hk/mainland/focus/2016-06/3332123.html
http://pdf.wenweipo.com/2016/06/14/a12-06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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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性質，表明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它解決了兩岸關係中雙方是在和誰打交道的問

題。它是過去 8 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豐碩成果和台海和平穩定之關鍵。 

張志軍表示，今年台灣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對兩岸關係和台海局勢產生重大影響。一個堅持「台

獨」立場的政黨在台灣上台執政，引發人們對兩岸關係發展前景的擔憂。民進黨當局領導人拒絕承認

「九二共識」和認同其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意涵，破壞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值得注意的

是，台灣新當局的政策宣示和行動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等各方面弱化

和切斷台灣同大陸歷史連結，其所作所為導致了兩岸制度化溝通和協商談判

機制的中斷，使兩岸關係增添了不確定性和風險。 

承認「九二共識」皆願與其交往 

張志軍指出，今年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強調我們的對台大政方針

是明確的、一貫的，宣示了反對「台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

意志，表明了願意繼續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真誠

願望。無論台灣哪個政黨、團體，無論其過去主張過什麼，只要承認「九二

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我們都願意同其交往，共同推進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兩岸關係走向攸關兩岸民眾的切身利益，攸關中華民族的未

來，沒有人比我們更希望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台海和平穩定。希望國際

社會和有關國家繼續恪守一個中國政策，理解和支持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維

護台海和平穩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統一的正義事業。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7/18/a21-0718.pdf (文匯報) 

 

4. 國台辦指台未確認「九二共識」 蔡英文上台後兩岸溝通機制已停擺 

台灣行政院陸委會就柬埔寨電話騙案涉案台灣人遭遣大陸而抗議，大陸國

台辦今首度表示，因台灣未能確認「九二共識」，自 5 月 20 日蔡英文上任台灣

總統起，兩岸聯繫溝通機制已停擺。 

陸委會日前表示，陸方無視雙方在肯尼亞和馬來西亞案發生後，已兩度溝

通，也未顧及台灣政府呼籲雙方在商定處理原則前，勿將台灣民眾遣送至大陸

等訴求，並再度向陸方表達遺憾及抗議。 

惟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指，在 5 月 20 日後，因台方未能確認「九二共識」

此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共同政治基礎，兩岸聯繫溝通機制已經停擺；又指依法

打擊電話詐騙犯罪活動，保護受害人的權益，「天經地義，受到兩岸廣大民眾的

支持」。 

這是自台灣總統蔡英文 5 月 20 日上任以來，國台辦首度在公開場合或書面用詞中明確表示，兩

岸事務主管機關聯繫溝通機制已陷入停擺。 

資料來源：http://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60625/s00004/1466849879067(明報) 

 

▲ 國台辦發言人

安峰山。 

▲ 張志軍在世界和平論壇

上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兩

岸關係的定海神針。 

http://pdf.wenweipo.com/2016/07/18/a21-0718.pdf
http://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60625/s00004/146684987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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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台辦：溝通機制停擺責在台 

蔡英文日前在參觀巴拿馬運河時，題字「見證百年基業，攜手共

創榮景」，並留下「PresidentofTaiwan（ROC）」（台灣「總統」）的

署名。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指出，大陸一貫以一個中國原則對待台灣

對外交往問題，堅決反對任何企圖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一中

一台」和「台灣獨立」的行徑。 

安峰山說，「兩岸聯繫溝通機制」，是指國台辦與台灣陸委會建立

的常態化聯繫溝通機制、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建立的協商談判機制，

「2008 年以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的豐碩成果，不是從天上掉

下來的，國台辦與陸委會的聯繫溝通機制、海協會與海基會的協商談

判機制，都是建立在雙方堅持『九二共識』政治基礎之上的。」但台

新當局迄今未承認「九二共識」，動搖了兩岸互動的政治基礎，兩岸聯繫溝通機制停擺的責任完全在

台灣一方。他強調，在「一中」這個根本性問題上，運用兩面手法或在語言和文字上採取模糊態度，

都是無濟於事的。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6/30/a22-0630.pdf(文匯報) 

 

6. 飛彈「誤殺」漁民時隔 8 小時才通報大陸 

台灣海軍「金江艦」7 月 1 日實施操演時誤射飛彈、貫

穿高雄籍漁船「翔利昇」並造成船長身亡、3 人受傷。島內媒

體指出，台方時隔 8 小時才將誤射事件通報大陸，若陸方第一

時間「誤判」，視台方舉動為「挑釁」，戰備升級又該如何？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當天下午嚴肅表示，在大陸方面再三

強調要在「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時候，發生這樣的事態，影響是非常嚴重

的，需要台灣方面作出負責任說明。 

在島內各界對誤射事件狠批「太離譜」的聲浪中，台灣

「海軍司令部」反覆解釋是「誤操作」，純屬意外事件，強調飛彈沒有飛過「海峽中線」。台有關方面

還稱，已於 1 日下午通過兩岸現有的溝通機制通報大陸國台辦。台灣《中國時報》發表評論文章稱，

飛彈誤射時間在上午 8 時許，若按過去馬政府時期的溝通模式，「陸委會」主委只要按程序啟動「兩

岸熱線」，向國台辦說明「純屬誤射」即可，但「陸委會」一直拖到下午才通報陸方。事發後整整 8

個小時，兩岸完全屬「零溝通」狀態。 

由於 7 月 1 日是中共 95 周年黨慶，時間點敏感，加上兩岸目前處於冷對抗、官方溝通對話機制

中斷，意外增添兩岸不安。有不少台灣民眾認為，若飛彈越過台灣海峽，落到大陸任何一個地區，都

可能被解讀為「對大陸的惡意挑釁」，如果大陸軍方「奮起還擊」，那就絕對有可能釀成兩岸數十年來

都沒有出現過的重大武力衝突事件。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7/03/a06-0703.pdf(文匯報) 

 

▲ 蔡英文出訪巴拿馬，並在活動

過程中的留言簿寫下「President of 

Taiwan（台灣「總統」）」。 

 

▲ 官方公佈的照片顯示，遭飛彈誤擊漁

船船體受創嚴重。 

http://pdf.wenweipo.com/2016/06/30/a22-0630.pdf
http://pdf.wenweipo.com/2016/07/03/a06-07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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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二、 本會近期重要會務 

1. 熱烈祝賀本會成員榮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勳銜及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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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組團出席泰國曼谷「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2016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日前在泰國曼谷隆重舉行。此次大會以｢九二共識｣是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石為主題，旨在反獨促統，加強全球愛國華僑華人的聯繫，促進新形勢下和平

統一工作的經驗交流與合作。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齊續春，泰中文化經濟協會會長、前泰國副總理、前國會主席頗欽·

蓬拉軍，中國駐泰國大使甯賦魁，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龍明彪以及國務院僑辦國外司朱柳副

司長，世界各地統促會負責人，泰國政要，華僑華人代表及國際友人近千人出席了大會活動。本會以

姚志勝執行會長為團長一行 15 人赴泰國曼谷出席了大會。姚志勝團長和李嘉音執行團長分別在會議

上發言。 

姚團長說，台灣新領導人蔡英文「5.20」就職演講絕口不提承認「九二

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內涵，目前兩岸官方的交流已經陷於停

頓，兩岸關係面臨重大轉折的嚴峻形勢。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遏制「台獨」勢

力、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局、大力推動兩岸的民間交流、促進祖國的和

平統一大業，是我們海內外中華兒女都高度關注的問題。 

他還說「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是大陸對台方針的重要基點。兩岸民間交

流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提供了重要動力。多年來兩岸經濟文化等各項交流從無

到有，從小到大，蓬勃發展，無不包含著兩岸同胞共同作出的貢獻。面對兩岸

官方交流被迫中斷的現況，推動兩岸關係發展更需要加強民間交流。姚團長表

示，海內外的華人華僑應該攜手推動兩岸的民間交流，共同為促進祖國早日和

平統一、實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貢獻！ 

執行團長李嘉音發言中表示，台灣新當局沒有確認「九二共識」，使兩岸

多年的交流發展受到阻礙甚至遭受摧毀，我們每一位中國人都感到十分痛心。

兩岸關系發展到今天，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台灣人在香港生活經商，

其數量是華人地區中最多的，他們已經與香港融為一體，對港台社會的交流有

著一定的影響。我們香港應該有條件把兩岸橋樑的作用發揮淋漓致盡，在兩岸

關系發展中扮演更加獨特更加積極的角色。我們正面對兩岸新的歷史時期，積

極推進兩岸民間合作和交流，加深並鞏固兩岸民眾的同胞情誼，是我們順應兩

岸發展歷史潮流的重要使命。 

       今日來自世界各地統促會同仁在曼谷匯集一堂，共商兩岸和平統一大業，

意義深遠。香港統促會願意和全世界華僑華人齊心協力，共同推動兩岸及港

台民間各方面交流，為國家的和平統一大業再謀新猶。 

代表團成員還有陳聰聰執行團長、吳永嘉副團長、王磊顧問、福建同鄉會副會長吳龍圳、顏麗

園、本會常務理事洪麗孟、葉常春，本會理事洪篤意、黃楊慕蓮等。 

 
▲ 近千位參會嘉賓大合照。 

▲ 姚志勝團長發言。 

 

▲ 李嘉音執行團長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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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花絮： 

 

▲ 本團與全國政協副主席齊續春(左六)合照。 

 
▲ 本團與國台辦副主任龍明彪(前排左六)合照。 

 
▲ 部分團員合照，左起；葉常春、王磊顧問、陳準、洪麗孟、姚志勝團長、陳聰聰執行團長、吳永嘉

副團長、洪篤意。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處摘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