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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2017 年第 6 期） 

 
 

一、 近期要聞 

1.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摘要) 
慶祝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大會 8 月 1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講
話中強調，推進強軍事業，必須始終聚焦備戰打仗，鍛造召之即
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精兵勁旅。我們捍衛和平、維護安
全、懾止戰爭的手段和選擇有多種多樣，但軍事手段始終是保底
手段。全軍要貫徹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認真研究軍事、研究
戰爭、研究打仗，把握現代戰爭規律和戰爭指導規律，扎扎實實
做好軍事鬥爭準備各項工作。要堅持仗怎麼打兵就怎麼練，打仗

需要什麼就苦練什麼，什麼問題突出就解決什麼問題，全面提高
軍事訓練實戰化水平。中國人民珍愛和平，我們決不搞侵略擴
張，但我們有戰勝一切侵略的信心。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
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誰都不要指望我們
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人民軍隊要堅決維護中國共産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
度，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決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 
資料來源：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2017-08/01/c_1121416045.htm (新華社) 

▲ 8 月 1 日，習近平主席在慶祝中國人民

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2017-08/01/c_11214160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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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張志軍首晤柯文哲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 7 月 3 日在上海會見了來

滬出席「上海－台北城市論壇」（雙城論壇）的台北市市長柯文哲一
行。張志軍表示，大陸對台大政方針是一貫的、明確的。兩岸是割捨
不斷的命運共同體，開展兩岸城市交流有利於增進相互了解、相互學
習借鑒和造福民眾。大陸希望兩岸城市交流應堅持正確認知和方向，
不斷創新、拓展交流合作領域，為增進兩岸同胞的福祉和親情作出貢
獻。 

柯文哲說，台灣與大陸同文同種，應該加強交流合作，讓兩岸民
眾都受益。台灣《經濟日報》題為「柯 P 模式—兩岸新突破口」的文
章指出，此次「張柯會」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柯 P 模式」正式獲得大陸認可。此外，《旺報》社評指
出，在兩岸關係陷入冷對抗螺旋危機時刻，雙城論壇如期在上海舉行，並再度取得豐碩成果，正如柯
文哲的自我期許，在兩岸僵局中維持了對話和交流的窗口，兩岸絕對存在和解共榮的可能。 
資料來源： http://pdf.wenweipo.com/2017/07/04/a29-0704.pdf (文匯報) 
 

3. 張志軍：一個中國是大是大非 不容模糊 
由全國台灣研究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中國社會科學院

台灣研究所共同主辦的第 26 屆海峽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簡稱「三
台會」），7 月 24 日在山西太原開幕。中共中央台辦主任、國務院台辦
主任張志軍出席會議並致辭。  
  張志軍表示，是否認同一個中國事關兩岸關係性質與前途，在這
一大是大非問題上容不得半點模糊。面對複雜嚴峻的台海形勢，大陸
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堅決反對任何形式「台獨」分
裂活動的堅定立場不會動搖。大陸方面有信心團結兩岸同胞，克服困

難，排除干擾，繼續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扎實推進和平統一進程。  
  張志軍表示，本屆研討會以「推動兩岸融合、維護和平基礎」為主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點出
了當前兩岸關係的兩個關鍵詞：融合發展和政治基礎。他說，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是新形勢下
造福兩岸同胞，推動兩岸關係持續向前發展的重要途徑。而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是維
護台海和平穩定，確保兩岸關係行穩致遠的必要條件。  
  張志軍說，曾幾何時，海峽兩岸軍事尖銳對峙，骨肉同胞隔海相望。1987 年兩岸同胞衝破藩籬
開始交往，雖歷經波折但交流勢頭一往無前，銳不可當。兩岸各行業各領域的聯繫千絲萬縷，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早已形成。30 年的發展和積累推動兩岸交流合作站上了新的歷史起點，邁向了兩
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新征程。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7/5/6/6/104756657.html?coluid=93&kindid=17211&docid=104756657&mdate=0724155216 (中評社) 
 

4. 國台辦：任何企圖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地位的圖謀都是徒勞 

針對台灣當局即將推出的高中社會科新課綱不再提《開羅宣言》，有關官方網站已撤除相關內容

一事，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7 月 12 日表示，任何企圖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地位的圖謀都是徒

勞的。馬曉光表示，《開羅宣言》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國際文件。《開羅宣言》明確規定，日本

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中美英三國簽署、後來又有蘇聯參

加的《波茨坦公告》明確宣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這成為日本投降，中國收復台灣、澎湖

等失土的國際法依據。馬曉光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不容

置疑的歷史事實和法理基礎，也得到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任何企圖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地位的圖謀

都是徒勞的。 

資料來源：http://www.gwytb.gov.cn/wyly/201707/t20170712_11817717.htm (國台辦) 

 

▲ 張志軍會見來滬出席雙城論壇的

台北市長。 

▲ 張志軍出席「三台會」。 

 

http://hk.crntt.com/doc/1047/5/6/6/104756657.html?coluid=93&kindid=17211&docid=104756657&mdate=0724155216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707/t20170712_118177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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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評社：還在「一中各表」，國民黨抱殘守缺 
國民黨將於 8 月 20 日召開全代會，通過新政綱。在備受矚目的兩岸政策部分，新政綱草案特別

強化「一中各表」，前主席洪秀柱任內主導通過的「和平政綱」內容，幾乎全數刪除。 國民黨新政綱
沒有「洪規吳隨」，在推進兩岸關係上後退了數步，回到馬英九、朱立倫任黨主席時的路線。這是意
料之中的事，吳敦義領導下的國民黨會走什麼路，並 0 非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對國民黨而言，「一中各表」是一面舊旗，也是一面破旗。馬英九當政 8 年，堅持「一中各表」，
甚至有所謂「不統、不獨、不武」，不敢在兩岸政策上作更積極的突破及超越，終至執政失敗，斷送
政權；國民黨現在再舉這面舊旗、破旗，也感動不了人心，號令不了天下。 國民黨尤其不要漠視，近
日剛傳出大陸官媒更新報道「禁用詞」規範內容，有關涉台報道方面，不得提及「中華民國」、「一中
各表」等。這是十分明確的政策訊號，無論是過去、現在和將來，大陸都不接受「一中各表」；同
時，大陸對待「一中各表」已不再有模糊、彈性空間。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7/5/8/7/104758776.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758776&mdate=0726013603 (中評社) 

 

6. 倪永傑：陸委會對「九二共識」態度有調整 
台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 7 月 24 日在一場論壇中表示，有關「九二共

識」的爭議就是尊重 1992 年兩岸兩會在香港，達成得若干認知與歷史事
實。但是大家對於這段歷史有很多不同看法，有人認為是「九二共識」，有
人認為是互相諒解的精神，也有人認為是沒有留下任何白紙黑字，根本不
存在。而蔡當局希望根據這段歷史的不同解釋，彼此能夠求同存異。 

上海台灣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倪永傑日前接受採訪，就邱垂正的言論以
及台灣政局發表了看法。倪永傑認為，蔡英文從一開始否認有「九二共識」
的存在，到後來提出「九二會談歷史事實」，再到現在邱垂正把各方對「九

二共識」的觀點都呈現出來，可以說「往前挪了一小步」，有朝大陸主張相向而行的跡象，值得關
注。不過，這只是態度上的微調，因為蔡英文當局在原則上仍然堅不接受「九二共識」，本質上沒有
根本變化。   
  他指出，1992 年兩會依據各自規定達成雙方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是白紙黑字留
下的歷史記錄。他分析，邱垂正的此番表態，意圖是想呈現「九二共識」的歷史全貌，但離接受「九
二共識」還有最後一里路。「能否解決最後一里路，蔡當局尚需創造主客觀的條件」，倪永傑說。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7/5/8/0/104758060.html?coluid=93&kindid=17211&docid=104758060&mdate=0726001623 (中評社) 
 
7. 唐德明：反對包藏政治企圖、去中國化的歷史課綱 

台灣教育研究機構 7 月 3 日公布 12 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草案，其中高中
歷史的中國史，擺脫傳統朝代史鋪陳方式，改以東亞脈絡敘述。國民黨文傳會
副主委唐德明批評，這種包藏政治企圖的課綱，不是健康的課綱，呼籲關心青
年學生受教權的家長們，一起來反對這種去中國化的歷史課綱。 

唐德明表示，把中國歷史放在東亞脈絡來講，也就是只講中國與東亞有交
會的事件。而單獨就事件講述，就可以淡化模糊中國歷史的主體性，讓學生從
此不知唐朝為什麽強盛？又是如何成為當時世界上文化交融最繁華的強大國
家？以及滿清末年的腐化，遭致世界列強侵略的血淚歷史，然後革命先烈如何
拋頭顱、灑熱血，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唐德明表示，年輕人不知道自己國家的偉大以及建國時的辛酸，當然就很難建立認同與歷史聯
結，這樣就可以讓民進黨的台獨史觀可以輕易滲透年輕學子，遂行民進黨的政治目的。他質疑，民進
黨一直都把去中國化，切斷與中國文化的連結作為目標，企圖以此來製造所謂的「天然獨」，但中國
文化早已深入台灣民間，包括媽祖關公、過年祭祖都是中國文化的體現，不是亂搞課綱就可以切斷。 

唐德明批評，但如果把中國歷史放在東亞脈絡來講，那就真的是數典忘祖了。況且這種異想天開
的史觀，從來沒有嘗試過的歷史架構，未來的教科書是要怎麼編？老師又要怎麼教？這種把政黨意識
形態強加在高中課綱的作為，就是一黨之私、威權再現的惡劣徵兆。 
資料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564209 (聯合新聞網)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唐德明。 

▲ 上海台灣研究所常務副所

長倪永傑。 

http://hk.crntt.com/doc/1047/5/8/7/104758776.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758776&mdate=0726013603
http://hk.crntt.com/doc/1047/5/8/0/104758060.html?coluid=93&kindid=17211&docid=104758060&mdate=0726001623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56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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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會務 
1. 姚志勝執行會長率團出席「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2017．佛羅倫薩)大會」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2017．佛羅倫薩)大會」於 7 月 22 至 23 日
於意大利佛羅倫薩舉行，本會姚志勝執行會長率團出席，並於開幕式上作主旨發
言。他呼籲，海內外華人華僑要與中央大政方針保持一致，堅持「九二共識」，
加強民間交流，實現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同時，反「台獨」也要反「港獨」，
繼續推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
貢獻。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張寶文，中國駐義
大利大使李瑞宇，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龍明彪，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副
會長江岩，中華中山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李惠東，中國僑聯副秘書長陳權、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孫凌雁執行副秘書長，以及來自全球 40 多個國家近千名代表出
席了大會。出席本會代表團還包括：副會長鄭蘇薇、呂艷霜女士等。 
活動花絮： 

  
▲ 姚志勝執行會長(左六)、鄭蘇薇副會長(左四)與孫凌雁

執行副秘書長(左七)等合影。 

▲ 本會代表團與國台辦副主任龍明彪(左四)合照。 

  
▲ 全球各地統促會會長匯聚一堂。 ▲ 姚志勝執行會長(左三)接受大會頒發證書。 

 
▲ 全體大合影。 

▲姚志勝執行會長作主

旨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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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 本會多位首長雲集《建軍大業》首映禮    
作為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 90周年獻禮大片，《建軍大業》7 月 30日於香港會展隆重舉行首映禮。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解放軍
駐港部隊政委岳世鑫，中聯辦副主任楊健，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本
會理事長盧文端，會長黃英豪，監事長林建岳，執行會長姚志勝等共同出席首映禮亮燈儀式。 

寰亞傳媒集團主席、本會監事長林建岳在首映禮上致辭時表示，《建軍大業》是香港和內地電影業界，
為慶祝解放軍建軍 90 周年作出的莊重獻禮。他強調當今中國不僅開創了強國的新時代，而且開啟了強軍的
新里程，形容《建軍大業》的拍攝和公映是生逢其時，相信《建軍大業》正式公映時將會大受歡迎。他續
指，香港回歸 20 年來，駐港部隊充分向香港市民展示了解放軍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風貌，日前中國首艘
航空母艦遼寧艦編隊來港時亦吸引了不少市民爭相參觀，反應熱烈，足見市民對駐港部隊的深厚感情。 
活動花絮： 

  
▲ 林建岳監事長(前排左四)與董建華、梁振英、林鄭月娥

等主禮嘉賓合照。 
▲ 左起：張曉明主任、姚志勝執行會長、盧文端理事長。 

  
▲ 黃英豪會長(左二)與一眾影星好友合照。 ▲ 王國強常務副會長(左三)、劉佩瓊會務顧問(左二)、王敏

剛會務顧問(右一)等合照。 

 
3. 姚志勝執行會長出席第五屆「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 2017」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冲、本會執行會長姚志勝等蒞臨主禮 7 月 20 日舉行的第五屆
「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 2017」香港書展青少年閱讀活動開幕儀式。活動特別資助 32 位來自廣東清遠的小學
生來港交流，特邀 6 位來自兩岸三地的文學名作家與學生們分享閱讀的樂趣，並現場指導寫作，吸引了
1000 名學生報名參加。 

  
▲ 姚志勝執行會長與一眾嘉賓合影。 ▲楊潤雄(左)致送紀念狀予姚志勝執行

會長，蔡若蓮(右)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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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會成員出席香港各界舉行的慶祝回歸 20 周年紀念活動花絮 

 

  
▲ 盧文端理事長出席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大會期間接受媒體採

訪。 

▲ 黃英豪會長出席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大會。 

 

  

▲ 林建岳監事長出席香港回歸 20 周年閱兵儀

式。 

▲ 姚志勝執行會長(右三)、蘇永安副會長(左三)等出席香港回歸 20

周年閱兵儀式。 

 

   

▲陳建強副會長(左一)與嘉賓。 

 

▲ 洪麗孟常務理事(右)登上銀川艦

參觀。 

▲ 葉常春常務理事與編號 152 的濟南艦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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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通  知 
1. 電影欣賞：《建軍大業》 

 

 

 

 

 

 

 

 

 

 

 

 

 

 

 

 

2. 搬遷啟事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處摘編 

本會秘書處將於 8月 15 日起，遷往以下地址辦公。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28 號盤谷銀行大廈 15 樓 1504 室 

Room1504, 15/F, Bangkok Bank Building, 28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K. 

 

電話：(852) 3151 7576      傳真：(852) 3151 7977      電郵：info.enquiry@happrc.hk 

注：電話、傳真及電郵不變 

 

 
故事簡介： 

1927 年上海爆發了震驚全國的反革命政變，在短短幾個

月時間內，北京、廣州、長沙、武漢、西安等地相繼爆發慘

案。8 月 1 日淩晨正式打響了武裝反抗的第一槍，一支全新的

軍隊就此誕生，一條曲折漫長卻蕩氣迴腸的建軍之路就此開

始。 
 

本會將送出年度鉅製 —《建軍大業》電影換票證予各位

會員，會員可於 8 月 13 日或之前，致電本會秘書處查詢。每

張換票證可到放映《建軍大業》之戲院換領同名戲票一張。 

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查詢及取票：梁小姐，3151 7576 / whatsapp，6592 3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