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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2016 年第 8 期） 
一、 近期要事摘編 
1. 習近平總書記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11 月 1 日下午在北京會見了洪秀柱主席率領的中國國民黨大陸訪問團。 
習近平對洪秀柱率團來訪表示歡迎。習近平說，在歷史風雲變幻中，國共兩黨有過許多恩怨。同時，在中華

民族發展的緊要關頭，兩黨為了民族大義也幾度合作，為民族和國家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2005 年，兩黨衝破
歷史藩籬，開啟新的交往。兩黨領導人共同發佈「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揭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方向。
2008 年以來，國共兩黨同兩岸同胞一道，開闢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給兩岸同胞帶來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利
益。公道自在人心。國共兩黨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作出的貢獻已經寫在歷史上。 

習近平強調，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政治基礎，維護台
海和平穩定，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的民意主流。確保國家完
整不被分裂，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意志。實現民族
復興，再創中華盛世榮景，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習近平就兩岸關係發展
提出六點意見。 
第一，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第二，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 
第三，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第四，共同弘揚中華文化。 
第五，增進兩岸同胞福祉。 
第六，共同致力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洪秀柱表示，國共兩黨應繼續在「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基礎上，加強溝通機制，推動擴大兩岸經貿
和民間交流往來，促進兩岸青年交流，發揚燦爛的中華文化，支援大陸台商發展，積極探討推動兩岸和平制度
化，共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進同胞福祉，開創中華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 
資料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01/c_1119830924.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新華網) 

 
2. 張志軍《求是》撰文  解讀習近平對台重要思想 

中共中央台辦主任張志軍在新一期《求是》上撰文指出，面對今年以來
兩岸關係發展新形勢，要深刻學習、準確領會習近平對台工作重要思想和中
央對台方針政策，妥善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文章站在國家發展全域和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根據國內外形勢和台海形勢的發展變化，就對台
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豐富和發展了對台工作的理論和實
踐，指導對台工作邁上新台階，引領兩岸關係不斷取得新進展。 

文章從八個方面作了解讀：深刻闡釋民族復興與兩岸前途的密切聯繫，
樹立起共圓中國夢這面團結兩岸同胞共同奮鬥的精神旗幟；堅持「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豐富發展了國家和平統一理論；從國家發展戰
略全域謀劃對台工作，深化了在發展的基礎上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思想；堅
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確道路，豐富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策內涵；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揭示「九二共識」核心意涵對兩岸關係的重要意義；堅定捍
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宣導「兩岸一家親」的理念，豐富了做台灣
人民工作的思想內涵；促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增強兩岸命運共同體的認知。   

文章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用形象的語言闡述了「九二共識」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作用。習近平指出，
「兩岸關係能夠實現和平發展，關鍵在於雙方確立了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並將
「九二共識」比喻成兩岸關係之「錨」和「定海神針」。強調「基礎不牢、地動山搖」，並警示如果兩岸雙方的
共同政治基礎遭到破壞，兩岸互信將不復存在，兩岸關係就會重新回到動盪不安的老路上去。 

針對台灣政局變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兩岸雙方就有
了共同政治基礎，就可以保持良性互動」。台灣無論哪個黨派、團體，無論其過去主張過什麼，只要做到這一
點，我們都願意同其交往。張志軍文章最後表示，面對今年以來兩岸關係發展新形勢，要深刻學習、準確領會
習近平對台工作重要思想和中央對台方針政策，努力維護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資料來源：http://news.takungpao.com/taiwan/liangan/2016-10/3381021.html (大公網) 
全文請見：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6-10/15/c_1119709408.htm (《求是》網) 

▲ 習近平總書記就對台工作提出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引領兩
岸關係不斷取得新進展。 

▲ 習洪會 11 月 1 日於北京舉行。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01/c_1119830924.htm?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http://news.takungpao.com/taiwan/liangan/2016-10/3381021.html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6-10/15/c_11197094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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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蔡英文稱：「不屈服」 圖轉移焦點    國台辦回應：不要低估大陸 13 億民意決心 
蔡英文在 10 月 4 日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稱，台灣是「主權

獨立國家」，希望大陸不要誤解、誤判整個情勢，以為用壓力可以讓台

灣人民屈服。並稱「承諾不變」、「善意也不變」，台灣不會屈服於來自

大陸方面不斷加大的壓力，也不會走回「對抗的老路上去」，並敦促北

京方面與她的政府舉行談判。 

此外，蔡英文選擇宋楚瑜作為特使出席即將在秘魯舉行的 APEC 會

議，並視大陸方面強調的 APEC 諒解備忘錄為無物。1991 年，中國與

APEC 簽署《諒解備忘錄》，明確台灣作為地區經濟體，以「中國台

北」的名稱加入 APEC。台灣當局與韓國簽署的《諒解備忘錄》，也清
楚地記載着台灣參加 APEC 會議的要三項承諾。第一，由於 APEC 屬於

經濟體性質，所以台方同意用「中國台北」的名義加入，而不用「中華

民國」的名義；第二，台方同意參加部長級會議的代表是「經濟部」負責官員；第三，台方「外交部」參與會

議的代表則以資深官員(司長)為主。按照這個慣例，台灣與會的代表向來是「經建會主委」或「經濟部長」，「行

政副院長」或更高級別的官員都不能參加。 

針對台灣當局派宋楚瑜以「特使」身份出席 APEC 會議的決定及蔡英文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的言論，

國台辦發言人表示，台灣方面人士出席 APEC 相關活動應符合 APEC 有關諒解備忘錄的規定，並強調大陸和台

灣同屬一個中國，我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堅如磐石，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政

治基礎不可動搖，反對任何形式「台獨」分裂活動的立場堅定不移，任何勢力、任何人不要低估大陸十三億多
民意的堅定決心。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10/06/a17-1006.pdf (文匯報) 

 

4. 回應「雙十演講」：否認「九二共識」是走不通的邪路  國台辦斥蔡煽動兩岸對抗 

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於 10 月 10 日發表其任內首次

「雙十演講」，講話主要分為三部分：一是談她以及政府團隊

的施政主軸與未來規劃；二是談台灣在「國際參與」上的

「努力與成果」；三是重申對兩岸關係的立場與所謂的「善

意」，提出「承諾不變、善意不變，不會在壓力下屈服，也不

會走回對抗的老路」(「新四不」)，也希望大陸「理性冷靜

地面對兩岸關係，推動更多建設性的交流對話」。 

針對台灣當局領導人「雙十」講話中有關兩岸關係的內

容，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應詢表示，「九二共識」及其體現的

「一個中國」原則，符合兩岸關係的法理和現實，是維護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石。是否接受「九二共識」，是檢驗台灣

當局領導人所謂「善意」的試金石。只要承認「九二共識」

的歷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兩岸雙方就可以平等協商、

良性互動，兩岸同胞就能贏得兩岸關係發展的光明前景。否認「九二共識」，煽動兩岸對抗，切割兩岸經濟社會

和文化聯繫，是一條走不通的邪路。 

國台辦再次重申，推動兩岸關係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改善與發展的真誠善意不會改變，為台海謀和平、為

同胞謀福祉、為民族謀復興的莊嚴承諾不會放棄，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行徑的堅強意志不會動搖。有

祖國大陸的繁榮進步作基礎，有 13 億多中國人民的強大民意作後盾，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國家統一和民族復

興的歷史步伐。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10/11/a14-1011.pdf(文匯報) 
 
 
 
 

▲ 外界聚焦在慶典上碰頭的蔡英文、馬英九會如何互

動，沒想到最後兩人僅互相微點頭，也沒有握手，可

說是零互動。 

 

▲ 蔡英文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專訪。 

http://pdf.wenweipo.com/2016/10/06/a17-1006.pdf
http://pdf.wenweipo.com/2016/10/11/a14-1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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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遭綁輪機長斥當局無能 
被索馬里海盜劫持的阿曼籍台灣漁船「NAHAM 3」號的最後一名獲救大陸

船員 10 月 27 日安全飛抵廣州。至此，中國在索馬里被綁架船員全部回國。而獲
得大陸協助營救的台籍輪機長沈瑞章抵台之後，其妻楊秀慧發出聲明， 控訴台當
局無能為力，並對大陸方面的全力解救和妥善照護表示感謝。 

楊秀慧在聲明中指出，若沒有各大善心人士的幫助，就沒有他們一家團聚的
一天，全家永不忘懷救命之恩。聲明並指出，家屬一直尋求台灣當局幫助，但得
到「不能介入」的回應，也不能提供幫助；船東洪高雄更是冷血無情，讓船員到
危險海域捕魚，自己則在高雄過奢華生活。 

楊秀慧表示，當丈夫已經被抓去 2 年時，政府仍雙手一攤無法協助，船公司
更說那是外國船，去找外國人，家屬陷入絕望。2014 年元旦當天，楊秀慧接獲

營救團隊中李先生的電話，告知兩岸民間希望合作營救船員，楊秀慧才重獲希望。
李先生指出當時台灣當局僅着眼於法規法令，但大陸方面看到的則是活生生的兩岸

船員遭海盜虐待。 
楊秀慧說，從那一天起，就不斷接收營救進度，有好有壞，直到 10 月某一天，突然有電話通知她「準備出發」。

她表示，「沈瑞章是民進黨員，但是台灣人有難的時候，沒有顏色，只有骨肉之情。」相對於船公司、老闆的冷血與無
情，甚至在媒體放話逃避責任。 

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 26 日在北京指出，阿曼籍台灣漁船遭索馬里海盜劫持後，大陸有關方面高度重視，積極展
開營救工作。不過，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多次致函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但未獲積極配合。安峰
山表示，生命無價，人間有情。儘管劫持事件發生在萬里之外，資訊不暢，溝通渠道缺乏，致使營救工作困難重重，
但中國政府沒有放棄對每一個公民的保護義務，為救出被劫船員付出了巨大努力。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10/28/a20-1028.pdf (文匯報) 
 
6. 國際刑警組織大會 台料又吃閉門羹 

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大會將於 11 月 7 日在印尼峇里島舉行，外界關注台灣方面
能否順利參加，台灣「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長」呂春長於 9 月 29 日表示，目前為止都沒
受到邀請。台灣方面未能獲邀參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後，又開始「備戰」11 月份
的國際刑警組織會議以及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呂春長表示，國際刑警組織會議，台
灣目前並沒有受到邀請，他也補充，「自從台灣退出聯合國後，目前為止都沒受到邀請」。呂
春長表示，本來計劃在 11 月份，看是否能以觀察員的身份接受邀請，但到目前並沒有進行
得很順利。呂春長說，若能參加，將能得到第一手的訊息，比如證照遺失、恐怖組織的訊
息；如果沒參加組織，必須透過其他國家才能夠獲得，比較不方便。據了解，台灣 1984 年
退出國際刑警組織後，積極要求重返，儘管沒有成功，但它與國際刑警組織會員之間的關係
並沒有斷，一直進行犯罪情報的交換。APEC 會議特使人選未定至於 APEC 年會，此前傳出
將擔任特使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有媒體指出已經遭陸方否認。台灣當局僅表示，待人選確
定後，就會對外說明。對於台當局因拒認「九二共識」而在國際空間成「孤兒」，陸委會副主委張天欽則說，馬英
九曾主張「九二共識」，但仍無法成功加入亞投行，很多事情是個藉口。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09/30/a17-0930.pdf(文匯報) 
 
7. 港府斥台袒護游梁干預港事 

「青政二丑」游蕙禎和梁頌恆以粗口和辱華字眼在立法會宣誓一事惹怒全
球華人，但台灣當局不僅不批評游梁二人，反以二人是香港「民意代表」為由

支持二人行徑。台灣方面的大陸事務委員會負責人邱垂正公開稱，會密切關注
二人是否會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又籲港府應尊重民意、落實「一國兩制」
云云。 

對此，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 10 月 21 日回應指，台灣當局不應以任何形式
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發言人並表示，香港回歸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一直按
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充分體現「一國兩制」得到
成功落實，這是有目共睹的。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批評兩人在宣誓風波後，仍然到台灣，做法是變本加

厲，猶如在「傷口撒鹽」。她在電台節目說，台灣台獨人士對香港司法覆核指指點點，明顯是對特區政府的挑戰，對

方亦可能希望香港亂，亂到中央不能不出手，他們就能向全世界宣布「一國兩制」不成功。她問港人為何要這樣被利
用？香港人不要被騙，否則日後無家可歸的是香港人自己，絕不是台灣政府。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10/22/a02-1022.pdf (文匯報)  

▲獲救的阿曼籍漁船「NAHAM 3

號」輪機長沈瑞章（右2）。 

 

 

▲台灣「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副局長」呂春長。 

▲范徐麗泰批評梁游二人。 

http://pdf.wenweipo.com/2016/10/28/a20-1028.pdf
http://pdf.wenweipo.com/2016/09/30/a17-0930.pdf
http://pdf.wenweipo.com/2016/10/22/a02-1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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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近期重要會務 

1. 本會分別於 10 月 17 日在《東方日報》、10 月 25 日在《明報》刊登廣告，強烈譴責擾亂議事堂秩

序，堅決阻止「港獨」分子為禍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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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加入「反辱華反港獨」大聯盟，並組織參與「萬人公眾集會」 
10 月下旬，本會聯同多個建制政黨及愛國愛港團體成立「反辱華 反港獨」大聯盟，要求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不再為青年新政梁頌恆及游蕙禎監誓，並呼籲取消兩人議員資格。 

應大聯盟召集，本會組織多位會員於 10 月 26 日上午在立法會大樓參與「反辱華 反港獨」公眾集會。集會

現場逾 1.3 萬人萬眾一心，高舉旗幟，高呼口號，支持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押後梁游監誓。 

姚志勝執行會長代表本會在集會現場發言，並接受無線電視(TVB)訪問。他說，香港立法會是中國香港特區

的立法機關。要成為中國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便須宣誓效忠自己的國家和法律，這既是法律要求，也是必須

遵守的國家民族底線。梁游 2 人竟然赴台鼓吹「港獨」，勾結「台獨」興風作浪，更加暴露了他們分裂國家的真

面目。「港獨」與「台獨」聯手，將會成為香港動亂之源。港人必須堅決反對「港獨」與「台獨」兩股分離勢力

相勾結，全面維護國家統一和「一國兩制」，絕不讓「台獨」之亂在香港重演。 

 
▲ 姚志勝執行會長於台上發言。 

 

1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2 香港志願者協會 

3 渝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4 蘇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5 富昌邨居民協會 

6 榮昌邨居民服務協會 

7 新港青年會 

8 家庭團聚互助會 

9 家在啟晴 

10 晴朗婦女會 

11 上南之友 

12 樂民新邨居民協會 

13 家在德朗 

14 德朗邨義工團 

15 深水埗南昌區居民商戶聯會 

16 深水埗婦女聯合會 

17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 

18 深青社有限公司 

19 香港上海浦東聯會 

20 石硤尾邨居民服務中心 

21 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延續促進會有限公司 

22 翠竹花園業主聯會 

23 山水摯友 

24 香港上海奉賢聯誼會 

25 南昌北居民聯會 

 

26 劉佩玉議員辦事處 

27 深水埗左鄰右里關愛社 

28 四小龍之友 

29 香島中學高齡教工聯誼會 

30 香港菁英會 

31 香港中西區婦女會 

32 高氏港澳宗親聯誼會 

33 經民聯 

34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35 香島中學校友會 

36 海麗之友社 

37 摩星嶺街坊福利會 

38 幸福邨居民服務促進會 

39 愛民邨居民聯會 

40 鑽石山龍蟠苑居民協會 

41 偉恒昌之友 

42 油尖旺婦女會 

43 香港中醫藥業聯合會 

44 澤安邨居民服務中心 

45 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 

46 香港工會聯合會 

47 香港區潮人聯會 

48 香港南區聯盟 

49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50 坊眾社會服務中心           (下列略) 

〰〰〰  「反辱華 反港獨」大聯盟 聯署團體(部分)  〰〰〰 

聯署團體 多達 430 個 (截至 201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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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花絮： 

 

 

▲ 姚志勝執行會長(右二)與劉漢銓首席顧問、余國春首席顧

問、洪祖杭首席顧問等合照。 
 

 
▲姚志勝執行會長接受 TVB 訪問。 
 

 

 
▲右起：施榮忻副會長、曲天赫、盧金榮常務理事、李嘉音

會務顧問、葉常春常務理事、李偉杰常務理事、孫麗芬。 
 

 
▲ 姚志勝率本會會員出席集會。 
 

 

▲ 本會鄭蘇薇副會長 (左二)。 

 

▲ 本會吳志堅常務理事 (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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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並舉行新聞發佈會 
「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系列活動籌備委員會」於 10 月 26 日假南洋酒店一樓宴會廳舉行

籌委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中聯辦殷曉靜副主任、本會盧文端理事長、姚志勝執行會長、僑界余國春會長等 60 餘

人出席。殷主任要求籌委會齊心協力，精心策劃，圓滿地完成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紀念大會等活動。 

籌委會執行主席余國春及盧文端分別在會上報告了近期籌委會的籌備工作進展及應邀 11 月 16 日紀念大會

的主禮嘉賓。盧文端強調此次紀念大會，將是香港同類紀念

活動中層次最高、規模最大的一次盛會。屆時中央領導、台

灣、澳門和海外嘉賓、孫中山先生後人、兩岸四地近 1,200

人將出席。國家領導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台灣嘉

賓及孫中山先生後裔代表也將應邀發表講話。 
大會期間還將播放由籌委會策劃並委託中央電視台製作

的紀念短片《孫中山》，同期將舉行由中國僑聯主辦的《孫

中山與華僑》圖片展啟動儀式。香港各界青年及學生組成的

團隊將在會上朗誦，以表達對偉人孫中山先生的敬仰，號召

青年一代傳承薪火，弘揚孫中山先生的愛國精神。 

第二次全體會議後，籌委會同場舉行新聞發佈會，多

間媒體前往採訪。 

 
▲ 籌委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左起：梁淦基、孫必達、許榮茂、盧文端、殷曉靜、余國春、唐怡源、譚錦球、姚志勝。 

 

4. 盧文端理事長出席「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五十周年」大型展覽新聞發佈會 
「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誕辰 150 周年」大型展覽新

聞發佈會於 10 月 27 日舉行，本會理事長兼籌委會執行
主席盧文端、香港友好協進會戴德豐會長等出席了發佈

會。 

大型展覽訂於 11 月 11 日至 22 日在中央圖書館展

覽館舉行，歡迎市民到場免費參觀。展覽將分為五大部

分，精選超過 400 幅與孫中山一生密切相關的珍貴圖

片、逾 150 件來自世界各地的珍貴文物及播放 6 部有關

孫中山生平的珍貴紀錄片。主辦機構表示，冀通過大量

的圖片、實物、影片及專題講座等，全面展示一代偉人

孫中山的非凡人生，學習、繼承和發揚孫中山的愛國思
想，革命意志和進取精神，團結海內外中華兒女同心實

現「中國夢」。 

▲ 盧文端理事長(左二)等籌委會主要成員接受採訪。 

▲ 新聞發佈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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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會組織參加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辦的四川成都考察團 
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辦的四川成都團於 10 月 11-17 日於成都舉行，本會吳軍捷副秘書長、葉常春

常務理事、洪清宜理事等代表本會出席。訪問團拜會了四川省有關單位，參觀了紅五軍政治部遺址紀念館並

舉行考察座談會。 

    
▲ 左起：洪清宜、省海外聯誼會常務副會長、吳軍捷、葉常春。 ▲ 左起：葉常春、北京統促會郝一峰副秘書長、

吳軍捷甲居藏寨參觀紅五軍政治部遺址紀念館。 

 

6. 活動預告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處摘編 

「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紀念大會」 
爲緬懷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功勳，學習、繼承和發揚他的愛國思想和進取精神，本會與香港

僑界社團聯會、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攜手多間機構及多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起成立了「香港
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系列活動」籌委會，並謹訂於 11月 16 日舉行「香港各界紀

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大會」，屆時中央領導、孫中山先生後人、兩岸四地社會賢達、學

者專家、工商翹楚等近 1,200 人將出席。 
日期：11 月 16 日 (星期三) 

時間：下午 3:00 -5:00 (2:30恭候)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一樓會議廳(舊翼) 
報名方法：3151 7576 (梁小姐)  

注:請正裝出席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