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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2016 年第 7 期） 

 

一、 近期要事摘編 
1. 俞正聲：台認「九二共識」 制度化交往即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 9 月 18 日會見了台灣縣市長參訪團。俞正聲對台灣縣市長參訪
團在台海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新形勢下，一如既往堅持「九二共識」政治基礎，積極推動兩岸縣市交流，努力
維護和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表示讚賞。 

俞正聲指出，由於台灣新執政當局拒絕承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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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兩岸雙方政治互信喪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遭損毀，制度化交往機制停擺，持續 8 年的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良好勢頭受到嚴重衝擊，兩岸同胞尤其是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受到損害。這是兩岸同胞都不
願意看到的局面。 

俞正聲強調，面對新形勢，我們的對台方針政策不會改變。一是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立場
不會改變。不管是哪個政黨、團體或是個人對「九
二共識」作出什麼解釋，都不能否認其歷史事實，
不能改變其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意涵。在這一點
上，我們的標準和態度始終如一。只要台灣當局回
到這一立場上來，兩岸制度化交往即可恢復。二是
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立場不會改變。我們絕不容忍任何
人、以任何形式進行「台獨」分裂活動。無論是搞
「激進台獨」，還是改頭換面搞漸進、柔性「台
獨」，結果都只能是失敗一途。三是推進兩岸各領
域交流合作，為兩岸同胞謀福祉的決心和誠意不會
改變。 

由花蓮縣長傅崑萁、新竹縣長邱鏡淳、苗栗縣長徐耀昌、連江縣長劉增應、南投縣長林明溱、台東縣副縣長
陳金虎、金門縣副縣長吳成典和新北市副市長葉惠青等八位縣市首長組成參訪團，就經濟、文化、旅遊等領域
交流合作，與大陸方面進行探討。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9/19/a04-0919.pdf  (文匯報) 

▲俞正聲(中)會見台灣縣市長參訪團。 

http://pdf.wenweipo.com/2016/09/19/a04-09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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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志軍：復商談必確認「九二共識」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會晤台灣縣市長參訪團時三度

提及「九二共識」。張志軍表示，多年來各位一直在堅持「九二共識」，推動

兩岸縣市交流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進兩岸同胞的福祉，作了大量的

貢獻。對此，我們表示讚賞和肯定。但台灣的新任執政當局拒絕承認「九二

共識」，造成持續八年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勢頭受到了嚴重衝擊。面對這樣

的新形勢，大陸將會繼續堅持「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堅決反對和遏制

「台獨」，推動包括兩岸縣市長交流在內的各領域交流合作，解決兩岸同胞

的實際問題，促進兩岸經濟社會共同發展。 

而台灣於 9 月初敲定由陳水扁時期首任「外交部長」田弘茂接任海基會

董事長一職，張志軍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海協會與海基會如果要恢復商談

的機制化，必須要確認「九二共識」這樣一個共同政治基礎。兩岸關係學者

質疑，蔡英文這一任命是安撫黨內「獨派」，也表明蔡政府準備向深綠靠

攏。 

張志軍呼籲台灣工商界努力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及其政治基礎，為建設兩岸命運共同體和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貢獻心力。大陸將本着「兩岸一家親」理念，着眼於兩岸同胞長遠利益，繼續推動兩岸經貿交流合作；

推出台有利兩岸產業合作發展的政策措施，不斷優化營商環境，為大陸台資企業轉型升級、持續發展創造條

件；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切實保護台商權益；鼓勵台灣青年、中小企業、基層農漁民等參與兩岸交流合作，分

享大陸經濟發展成果；持續為台灣民眾來大陸學習、生活、實習、就業、創業提供更多便利。 

前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則表示，海基會董事長是傳遞政府政策的載具，蔡當局的兩岸政策沒有改

變，田的發揮空間並不大。而蔡英文選綠營色彩的田出任董座，顯然是和近來「獨派」大佬頻頻放話有關，讓

蔡不得不回去擁抱深綠，找一個親綠的人士出任海基會董座，讓「獨派」可以安心。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9/02/a22-0902.pdf (文匯報)  

http://pdf.wenweipo.com/2016/09/19/a04-0919.pdf (文匯報) 
 

3. 兩岸和平協議 藍首納政綱 

中國國民黨第 19 次全代會第 4 次會議通過了題為「真誠反省、勇於改革」的

政策綱領案，「探討以和平協議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可能性」的提法首度明確寫入該黨

政綱。國民黨指，51.5%受訪者同意和平政綱。 

該政策綱領在「總論」中指出，由於當局及民進黨至今仍不放棄「台獨」黨

綱，依然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和平已經出現重大變數。中國國民黨基於過去的

執政經驗，在目前兩岸關係高度不穩定的情況下，積極扮演台海和平與穩定的角

色，推動有利於台灣人民的兩岸交流與合作。 

在具體論及兩岸關係的內容中，該政策綱領提出：深化「九二共識」，積極探討

以和平協議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可能性，扮演推動兩岸和平制度化角色，確保台灣人

民福祉；積極推動兩岸交流，強化國民黨大陸事務及台商服務中心，主動關心在大

陸經商、就業、求學及生活的台灣民眾，替人民爭取權益；通過兩岸論壇及各類交

流平台，協助解決兩岸交流所衍生的各項問題，支持在台大陸配偶及學生享有與外

籍人士同等權益。 

在有關經濟、教育和文化議題的內容中，該政綱也提及要深化兩岸產業合作，擴

大兩岸教育交流合作，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傳承與發揚中華文化的精髓。 

有關「兩岸和平協議」，最早見於 2005 年 4 月 29 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與時任中國國民黨主

席連戰在北京會談後共同發佈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提出：「促進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

協議，建構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的架構，包括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避免兩岸軍事衝突。」 

資料來源： http://pdf.wenweipo.com/2016/09/05/a21-0905.pdf (文匯報) 

 

▲ 張志軍講話。 

▲ 政綱摘要。 

http://pdf.wenweipo.com/2016/09/02/a22-0902.pdf
http://pdf.wenweipo.com/2016/09/19/a04-0919.pdf
http://pdf.wenweipo.com/2016/09/05/a21-09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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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田弘茂履新海基會函文未提「九二共識」 
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 9 月 12 日舉行第九屆董監事第一次臨時聯席會議推

選出田弘茂為新任董事長，隨後發函告知大陸海協會人事異動消息，函文中

表示，希望盡速就兩岸協商事宜進行溝通聯繫，但未有就外界關注的「九二

共識」作出適當表述。另外，海協會會長陳德銘證實海基會致函海協會通報

人事變動一事，並回應說，造成兩會協商和聯繫機制停擺的原因眾所周知。

關於兩會聯繫互動問題，只有海基會得到授權，向海協會確認堅持「九二共

識」這一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共同政治基礎，兩會受權協商和聯繫機制才能

得以延續。 

海峽交流基金會去函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的內容為：「本會已於本年 9

月 12 日召開第九屆第一次臨時董監事聯席會議，選任田弘茂先生為本會董事

長、張天欽先生為副董事長兼秘書長，並於當日就職。」「兩會已建立制度化

協商機制，期望雙方能持續努力，就兩岸協商事宜進行溝通聯繫，以增進兩岸交流，保障兩岸人民權益。」 

田弘茂接任海基會董事長後指出，盼兩岸能用更寬廣的心胸與智慧，對兩岸關係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

自然就可以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化解阻力。但是又稱，至於大陸要求蔡政府必須對「九二共識」有所表

態，田弘茂則坦言，這不是他一個海基會董事長可解決，必須是雙方決策高層要解決的問題，這問題他無法

解答，也不是他這位置可以說明的。如果雙方高層作了決策有了進展，那才有解答。 

至於外傳今年返台參加中秋節聯誼餐會的台商人數減少，丁鯤華指出，他只知道出席者是由海基會經貿

處向各地台商協會一一發出邀請，他個人並不了解其他台商的返台出席意願。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9/13/a07-0913.pdf (文匯報) 

 

5. 台旅業萬人大遊行高呼「要生存」 

面對陸客赴台人數減少，觀光產業變「慘」業。台灣觀光業於 9

月 12 日發起萬人大遊行，雖然天空下起大雨，主辦方稱有超過兩萬人

堅持參加遊行。遊行隊伍沿途行經忠孝東路、林森南路與仁愛路，最

後抵達「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他們冒着大雨，在出發前呼喊

「能溫飽，求生存」口號，誓師向蔡政府抗議。 

這次遊行隊伍共分成旅行業、優質協會、導遊業、旅館業等 5 個

大隊，5 大隊民眾一邊前進一邊喊着「要生存、有工作、能溫飽」的

口號，手裡也拿着「兩岸一家親」、「別讓觀光變關光」、「振興旅遊、

台灣加油」等標語，要求政府找出對策，拯救觀光業寒冬。 

觀光產業自救會向蔡當局提出的陳情連署書指出，「520」新政府上任，台灣觀光產業首遭衝擊，百萬觀

光產業人員不應成為政治祭品。面對陸客來台人數驟減，產業苦撐百日，卻等不到政府提出完整對策與配套

方案。自救會說：「過去我們相信民進黨愛台灣，但現在我們不能溫飽。過去我們相信政黨輪替台灣才會好，

但現在我們沒有工作。過去我們相信小英執政會維持現狀，但現在我們無法養家。」 

面對龐大旅客缺口，為求生存，觀光產業相關業者串聯，提出 12 大訴求，盼政府重視採納，與產業攜手

解決燃眉之急，開闢產業新活水，內容包括減免陸客赴台簽證費、展延遊覽車及旅遊相關業者貸款還款期

限。自救會發言人李奇嶽說，觀光產業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520」至今，陸客來台「斷崖式」地減少，摧

毀了觀光產業的生存、從業人員的家庭生計。李奇嶽指出，近日「移民署」陸客申請來台人數，團體約 

2,000 人左右，自由行約 4,000 人，與去年同期相比僅剩下 30%。去年大陸團體旅客有 200 萬人次，希望未

來一年維持 50%的陸客，但仍缺 100 萬人次，陸客平均停留 7.5 天，其他國家旅客平均停留 3.5 天，所以需

要其他國家旅客 200 萬人次才能補足缺口。 

對於即將到來的大陸「十一」黃金周，旅遊業者憂心大陸遊客人數恐創歷年新低。據「移民署」資料統

計，今年 9 月 1 日至 9 日為止，大陸遊客申請來台個人旅遊及團體旅遊人數，分別為 2.9824 萬人及 1.6435 

萬人；較去年同期間的 1.4512 萬人及 3.1197 萬人，各有增減。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9/13/a07-0913.pdf (文匯報) 

▲ 觀光產業首次集結遊行。 

▲ 田弘茂出席海基會第九屆董監

事第一次臨時聯席會並致詞。 

http://pdf.wenweipo.com/2016/09/13/a07-0913.pdf
http://pdf.wenweipo.com/2016/09/13/a07-09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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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台將在台海進行軍演 挑釁意味濃厚 
針對所謂「解放軍的軍事行動」，台空軍自 9 月 19 日起密集在所

謂「台海中線」東側一帶進行「空對空武器射擊」的實彈操演。 

台軍方最新發佈的射擊公告顯示，負責台海空防第一線任務的台

中清泉崗聯隊、新竹聯隊，將以「項目演習」為名，從 9 月 19 日到

10 月 14 日分別在「台海中線」東側的 R9 及 R11 兩處訓練空域，進

行空對空武器射擊操演。其中空軍 427 聯隊(清泉崗基地)將派出「經

國」號戰機在 R11 空域，空軍 499 聯隊(新竹)則出動「幻影」戰機在

R9 空域進行演習。據瞭解，台灣在「海峽中線」東側自北而南設立

R8、R9、R11 及 R5 四處禁航區，也成為台空軍的訓練空域。 

台灣空軍還將在 10 月中旬進行的「天龍操演」中，以各型戰機

進行紅、藍空軍的「大兵力對抗」，演習管制空域幾乎是整個台灣大

小。軍方官員稱，如果不是受限於東側與日本防空識別區相鄰，「天

龍操演」的規模及管制空域會更大。報道稱，台軍今年的「漢光」演

習共分三階段實施，4 月舉行計算機兵棋推演，8 月進行各項實兵演練及三軍聯合作戰演習，10 月至 11 月

則是大型軍種對抗演練，空軍的「天龍操演」、海軍的「海強操演」及陸軍「長泰操演」都納入「漢光」。 

台軍一系列軍事行動無疑是衝著解放軍而來。台軍方借口稱，大陸去年 1 月宣佈劃設 M503 航線，一年

半來，該航線曾多次出現不明飛機緊貼「台海中線」往返飛行，引發島內關切。相關官員稱，大陸軍機近兩

年來不斷以編隊方式，分別繞經台灣北部及南部空域，到西太平洋空域進行演訓，因此台灣「空軍有必要在

台海中線空域加強演訓，強化攔截及威嚇力量，以實際行動嚇阻解放軍」。有分析認為，台軍此舉挑釁意味相

當濃厚。 

資料來源： http://news.wenweipo.com/2016/09/19/IN1609190022.htm (文匯快訊) 

 

 

7. 台未能參與國際民航大會  國台辦：民進黨當局造成 
國際民航組織大會即將於 9 月 27 日至 10 月 7 日在加拿大蒙特利爾

舉行，台灣當局舉行記者會，證實還沒有收到 ICAO 大會邀請函，當被

問及台灣未受邀出席國際民航組織會議，但 2013 年台灣曾出席過有關

會議時，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說：「過去在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

在兩岸協商基礎上達成的一些臨時性安排，並不構成先例。」陸慷重

申，大陸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台灣參與任何國際活動的問題，只能是

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通過兩岸協商來處理。 

另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示，2013 年，台以「中華台北民航局」

名義、理事會主席客人身份列席第 38 屆國際民航大會，就是在「九二

共識」共同政治基礎上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背景下，通過兩岸協商

作出的個案安排。另需指出的是，一直以來，台灣方面獲悉有關國際航

空安全方面的數據和資料的渠道是暢通的。馬曉光指出，今年以來，島

內政局發生重大變化。民進黨當局至今拒不承認「九二共識」，破壞了兩岸共同政治基礎，導致兩岸聯繫溝通

機制停擺，台灣方面由此不能與會，這一局面完全是民進黨當局造成的。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李彥秀受訪表示，蔡英文就任以來，在兩岸政策上一直採取冷處

理，或以拖待變的態度，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屢屢受阻。她強調，既然民進黨不願意接受「九二共識」，那就請

拿出一套方法出來，不要再因為兩岸關係，讓台灣站不上國際上的舞台，完全執政就要完全負責。 

對於這次沒有收到 ICAO 的邀請函，蔡英文出席活動時，表達「強烈的遺憾與不滿」，她認為這是對台灣

極不公平的待遇，也是整體國際飛航安全的重大損失。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9/24/a16-0924.pdf (文匯報) 

 

▲ 台「外交部長」李大維（右）、「交

通部次長」王國材出席記者會，對於台

灣沒收到國際民航組織（ICAO）邀請函，

表示非常遺憾。 

▲空軍戰機今日起在「台海中線」東側

進行實彈操演。 

http://news.wenweipo.com/2016/09/19/IN1609190022.htm
http://pdf.wenweipo.com/2016/09/24/a16-09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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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本會黃英豪會長贊助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食宿並組義工團接待 
萬眾期待的內地奧運精英代表團將於 8 月 27 日抵港。本會會長黃英

豪第三度贊助代表團酒店食宿，並已於尖沙咀海景嘉福酒店預留兩層客房
接待代表團，且保安嚴格，確保運動員可獲良好休息，不受騷擾；今年更
首次組織了一批熱心及訓練有素的青年義工，全天候為代表團提供服務。 

黃會長笑言自己是中國女排的「忠實擁躉」，他在里約奧運女排決賽
當天一早安坐於電視機前，足本欣賞 2.5 小時的比賽，期間哭濕了一張又
一張的紙巾，為女排的精彩表現而感動。2004 年、2008 年及今年，黃英
豪均全數贊助代表團的酒店食宿，「自己熱愛體育運動，很仰慕健兒們的
奮鬥精神，希望在內地奧運精英來港與廣大市民交流聯歡的時候，自己能
作出一點貢獻。」 

     為爭取此難得機會，他早於 3 個月前已開始準備，與酒店聯絡，逐
步騰出連續兩層酒店客房樓層合共 80 間客房。他透露，運動員將會兩人
一間客房，屆時將有特別保安安排，其他房客無法前往該兩層，保證運動

員不受騷擾。黃英豪還組織了專門的接待團隊—近 40 人的香港青年義工團，部分是在校大學生，也有在職
者，全部都必須經過選拔及培訓，全天候為代表團提供服務。義工團雖可近距離接觸一眾運動員，但要保持
專業，不可要求與運動員合照或拿簽名。 

今屆訪港的不只是金牌健兒，一些表現出色、受港人愛戴的運動員亦隨團訪港，包括「洪荒少女」傅園
慧、兩屆男子羽毛球單打金牌得主林丹及中國 100 米短跑紀錄保持者蘇炳添。黃英豪表示，自己得知訪港名
單時亦感覺驚訝，認為今次的特別安排反映中央政府把握民情脈搏；加上運動員返國後隨即安排訪港活動，
顯示中央對香港的關愛。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8/26/a03-0826.pdf (文匯報) 

 

二、 本會近期重要會務 

1. 「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系列活動」籌委會拜會董建華副主席 
由本會及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主辦的「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

系列活動」籌備工作已全面召開，籌委會代表於 9 月 21 日拜會全國政協副主席、本會總監董建華，並向董

主席報告了將於 11 月 16 日舉辦的大會及其籌備情況。黃英豪會長、林建岳監事長、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

春、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會長陳守仁、中聯辦台務部部長唐怡源等出席了拜會。 

 

▲ 黃英豪會長(右三)、林建岳監事長(右四)拜會董建華副主席(中)。 

 

 

 

 

▲ 黃會長接受專訪。 

http://pdf.wenweipo.com/2016/08/26/a03-08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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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大型展覽」中期簡報會議 

目前，本會參與主辦的「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

先生誕辰 150 周年大型展覽」活動，於 9 月 21 日

舉行中期簡報會議。會議上匯報了各項籌備工作。

大型展覽開幕式將於 11 月 9 日在中央圖書館舉

行，並於 11 月 11 日至 22 日供市民免費參觀。 

中華總商會楊釗會長指出，是次展覽將面向

全港市民，會透過報張、專輯、新媒體等作廣泛宣

傳，預計過萬人次入場參觀。友好協進會戴德豐會

長說，將發動全港中小學參加，讓更多年青一代認

識孫中山先生的歷史。本會會務顧問李國強、劉宇

新亦出席了簡報會。 

 

3. 暨嘉華秘書長代表本會出席澳門「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研討

會」 

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主辦的「中山精

神與民族復興 — 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研討會」於 9 月 18-20 日舉行。

暨嘉華秘書長代表本會出席並發言。 

暨秘書長表示，孫中山先生畢生致力於振興中華民族，實現國家統一，他的

偉大人格和崇高精神在中華兒女中一直有著巨大的感召力，對於促進民族團結及

實現國家最終統一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 

來自兩岸四地的百餘位嘉賓出席研討會，其中包括：澳門行政法務司司長陳

海帆、澳門統促會主席崔世安、會長劉藝良、國台辦副主任陳元豐、香港中聯辦

台灣事務部李堅怡副部長等。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處摘編 

 

▲ 暨嘉華秘書長發言。 

▲ 左起：李國強、楊釗、戴德豐、劉宇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