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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2017 年第 7 期） 
一、 重要會務 
1. 本會向四川九寨溝、新疆精河縣地震災區捐款一百萬港元 

日前，四川九寨溝、新疆精河兩地強烈地震造成嚴重災情，本會理事長盧文端、會長黃英豪、監
事長林建岳、執行會長姚志勝於 8 月 17 日往中聯辦遞交 100 萬元捐款支票，用於賑濟兩地災民。中
聯辦副主任楊建平、台務部部長唐怡源、台務部副部長李堅怡等代為接收捐款。 

盧文端理事長表示，兩縣地震災情嚴重，死傷眾多，令人心痛，本會將繼續關注災情，相信在國
家的關心支持下、在兩縣政府有力領導下，災民定能克服困難，迅速重建家園。黃英豪會長進一步強
調，九寨溝和精河縣兩地受災，牽動我們的心。地震無情、人間有愛，希望我們的捐款能盡快轉到災
民的手中。楊建平副主任代表中聯辦及兩地災民感謝援助，讚揚本會知悉災情後積極為受難者送上愛
心，充分體現了對國家擔當、對災區支持及同胞血濃於水的情懷，相信受災群眾了解到香港同胞愛心
及鼓勵後，定有更大的信心戰勝眼前困難。 

 
▲ 左起：黃英豪會長、唐怡源部長、盧文端理事長、楊建平副主任、林建岳監事長、姚志勝執行會
長、李堅怡副部長。 

 
▲ 楊建平副主任代表中聯辦及兩地災民感謝本會捐助，並讚揚本會積極為受難者送上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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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首長專題撰文 

 

盧文端理事長：鼓動他人子女暴力犯罪 「有識之士」偽善可惡！ 

「佔中」期間，許多市民發出著名的「自己子女之問」：反對派政客煽動別人

子女違法「佔中」，自己子女躲在哪裡？所得到的回應都是支吾以對。令人欣

慰的是，上訴庭的判決對這個「自己子女之問」作出了法庭的回答：法庭

對黃羅周改判入獄 6 至 8 個月，不僅是對違法暴力行為作出具阻嚇力的判

罰，伸張法治，更對於那些鼓動年輕人「違法達義」的所謂「有識之

士」，直斥其非，撥亂反正，振聾發聵，大快人心，令人警醒！事實上，

反對派政客迴避「自己子女之問」的態度已說明問題：年輕人參與違法暴

力衝擊，是誤入歧途，會遺禍終身！為人父母者，誰會這樣做？古語說得

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反對派明知鼓吹「違法達義」是禍害年輕人，

卻執意為之，顯然是包藏禍心，偽善可惡，其心可誅！更加令人憤怒的是，

那些「有識之士」在法庭判決公佈後不但沒有反省收手，反而全面反撲，諉過於

人，繼續迷惑年輕人。對此，必須徹底揭露這些「有識之士」的偽善面目，嚴厲譴責他們的險惡用

心！ 

不容「兩獨」勾結禍港 台不可「庇護」港涉案犯 

參與旺角暴亂棄保潛逃的李倩怡，不僅大肆攻擊香港法治，以所謂「政治檢控」為自己開脫罪責，

而且公開承認自己在審判前選擇潛逃，得到「台獨」勢力「庇護」。「台獨」勢力赤裸裸為李倩怡提供

保護傘，帶出兩個嚴重關切：一是「台獨」勢力鼓動極端分子在香港搞事，如果惹上官非，可提供

「庇護」，這是「兩獨」勾結合流的新證據和新動向；二是台灣當局故意放縱默許，實際上等於是為香

港的涉案犯提供「政治庇護」。「兩獨」勾結合流也是香港的動亂之源，直接衝擊「一國兩制」的底

線，是中央絕不容許的，必會遭到香港市民的強烈抵制。在此，不僅要警告「台獨」勢力，在香港問

題上不可肆意妄為，也要奉勸台灣民進黨當局看清形勢，審慎處事，好自為之。 

 

 

姚志勝執行會長：懲處暴力撥亂反正「違法達義」禍害青年 

黃羅周 3 人於 2014 年暴力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的刑期覆核案，高

等法院上訴庭 3 位法官一致裁定撤銷 3 人的社會服務令判決，改判入獄 6

至 8 個月。上訴庭作出具阻嚇力的判罰，撥亂反正，更針對案件性質頒

下振聾發聵的判辭，釐清社會上流傳多時的種種謬誤說法，是捍衛法

治、維護公義、確保社會正常秩序的必要之舉。判辭就「違法達義」提

出多項批評和提示，包括自由並非沒有底線、正視「違法達義」鼓吹者

危害年輕人的問題、年輕人切莫因「正義光環」誤入歧途等。判決不僅為

同類案件確定量刑原則，而且對香港社會如何擺脫長久以來飽受「泛政治

化」困擾的困局深有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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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台辦主任李文輝一行到訪本會 
8 月 11 日，上海台辦李文輝主任、王立新副主任一行到訪本會，與中聯辦台務部胡相國副部

長、本會盧文端理事長、黃英豪會長、姚志勝執行會長、暨嘉華秘書長等進行座談。期間，雙方就港
滬合作及兩岸交流等議題交換了意見；李文輝主任介紹了上海 7 月成功舉辦的第八屆「雙城論壇」。 

 
▲ 前排左起：姚志勝執行會長、胡相國副部長、盧文端理事長、李文輝主任、黃英豪會長、王立新副主任。 

 

二、 近期要聞 

1. 國台辦：願與國民黨在既有共同政治基礎上 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台海和平穩定 
中國國民黨於 8 月 20 日舉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並通過新政策綱領。針對

新政策綱領中涉及兩岸關係的內容，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當日應詢表示，2005
年，國共兩黨達成兩岸和平發展五項共同願景，確立了雙方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並在此基礎上加強兩黨交流互動，推進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取得了豐碩成果。 

安峰山表示，當前，兩岸關係形勢複雜嚴峻，我們願與國民黨在堅持體現
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保持溝通，
加強對話，共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台海和平穩定。 

資料來源：http://www.gwytb.gov.cn/wyly/201708/t20170820_11832987.htm (國台辦) 
 

2. 國台辦：高度讚賞新黨主張兩岸和平統一，堅持一中、反對「台獨」 

８月 20 日，新黨舉辦 24 周年黨慶大會，提出新黨路線新論述，新黨

主席郁慕明表示「要為和平統一、振興中華向前邁進」。國台辦發言人安

峰山 8 月 21 日應詢表示，新黨成立 24 年來，一直主張兩岸和平統一，

堅定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我們對此高度讚賞。 

安峰山指出，我們願與包括新黨在內的一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擁護

祖國統一、反對「台獨」的台灣政黨、團體、組織及人士，保持溝通，加

強對話，共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共謀祖國和平

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資料來源：http://www.gwytb.gov.cn/wyly/201708/t20170821_11833421.htm (國台辦) 

▲ 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 

▲ 新黨主席郁慕明。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708/t20170820_11832987.htm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708/t20170821_118334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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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論摘要 

國民黨未來走向 專家看法分歧 

7 月下旬在山西太原舉辦的兩岸關係研討會，與會學者對國民黨的未來走向及其兩岸路線的評價仍有分

歧。多數大陸學者對國民黨未來在反「獨」方面發揮積極作用表示正面期待，但與會者對吳敦義領導下

的國民黨在具體政策、論述及其未來走勢等方面存在不同意見。有學者認為，兩黨輪流執政是常態，國

民黨未必鳥獸散，加上吳敦義有整合凝聚國民黨的能力，未來仍有執政的可能；但有學者卻持相反看

法，認為國民黨已經被民進黨追殺得傷痕累累，內部矛盾不可調和，已經難以再起。  

對於外界矚目的兩岸論述，有學者認為，國共之間在一些問題上本來就存在分歧，沒有必要誇大這

種分歧，兩黨之間的互信是存在的，「兩岸牌」仍是國民黨的優勢，吳敦義的兩岸論述仍會與民進黨保

持一定對比度。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吳敦義領導的國民黨在兩岸立場上與綠營趨同不可避免，大陸需

要檢討原有的國共合作機制。  

兩岸許多關心、關注台灣政局和兩岸關係發展的專家學者，對國民黨的未來發展都持既期待、又質

疑的複雜矛盾心態。兩岸路線是各方關注和評價國民黨最重要的觀察點之一。吳敦義雖表示會遵循馬英

九過去的兩岸路線，但在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的時空背景下，過分強調「一中各表」，不但不利於取得大

陸的信任，不利於國共互信和互動，也不利於黨內的團結和凝聚力的形成，不利於國民黨的再起。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7/7/0/5/104770568.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770568&mdate=0807001452  (中評社) 

 

 

當前兩岸關係 兩岸學者五個基本看法 

剛出版的《中評智庫大數據輿情報告》

一篇有關「三台會」的報告說，從一百二十

多位來自兩岸、港澳及海外的專家學者的會

議論文、會議發言或會議討論來看，有五個

基本的看法：  

第一，普遍認為，蔡政府難以接受「兩

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核心意涵，大陸不要對

蔡英文調整兩岸政策或論述抱以期待；但有

台灣學者認為，蔡當局「依法」處理兩岸事務

已經點出了兩岸非國與國關係，認為蔡和傳統

民進黨思維已經有很大不同，大陸還是應該給蔡一點空間。  

第二，基本認為民進黨當局直接採取或間接縱容的各種「柔性台獨」舉措，目標就是讓台灣脫離一

中框架。許多與會學者列舉了蔡當局一年來各種各樣的自發或有組織的具有「去中國化」嫌疑的行為，

認為這些都是台灣當局直接指導或間接縱容的「文化台獨」行徑。  

第三，基本認定民進黨當局採行了一條依靠美日力量與大陸叫板的策略。  

第四，大陸學者普遍認為「決定兩岸關係根本走向還是大陸的發展進步」，台灣學者認為大陸今後會

更傾向於繞過蔡政府單方面地主導兩岸關係。同時，與會者也批評了「盲目武統論」等躁進觀點。 

第五，基本認為國民黨仍是今後一段時期大陸在島內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的重要友

黨。但也有學者認為，國民黨「獨台化」是必然趨勢，大陸應該拋棄國民黨這個包袱。  

以上幾個看法，反映了兩岸專家學者對當前兩岸關係態勢的若干基本分析、判斷、疑慮和困難。不

管是否認同或贊同這些看法，都值得仔細品讀。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7/7/0/3/104770315.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770315&mdate=0806001151  (中評社) 

 

▲ 「三台會」在 7月下旬於山西太原開幕。 

http://hk.crntt.com/doc/1047/7/0/5/104770568.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770568&mdate=0807001452
http://hk.crntt.com/doc/1047/7/0/3/104770315.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770315&mdate=080600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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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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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al, H.K.  

5 

「港獨」泛起 日本輿論界「心花怒放」 

以非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為主的一批「港獨」分子，7 月下旬前往日本參加一個由「台灣民主

基金會」贊助的所謂「研討會」，參與者包括「達賴集團在日代理人」，日本自衛隊現役軍官也參加了該

會。戴耀廷在會上大放厥詞，大肆散播「中國崩潰論」，稱「香港在中國『崩潰』後『可以獨立』」。  

在 7 月 1 日之前，日本媒體對香港問題的關注度便開始加強。《讀賣新聞》率先刊發社論，題目便是

「中國在動搖『一國兩制』」。文章說，根據中國政府「踐踏香港居民的自由和基本權利」的一貫做法，

所謂「堅持『一國兩制』不動搖」根本不可信。《朝日新聞》的社論也煞有介事地表示：從這 20 年的經

歷來看，「50 年不變」的承諾在香港市民的眼中充滿陰影是很自然的。如今香港的自由無法得以保障，

由於制度的前提出現了缺失，因此「不能不說『一國兩制』已出現了空心化」。《產經新聞》發表社論表

示：人們在 20 年前所描繪的 20 年後的香港圖景，絕非是如今這樣。文章氣勢汹汹地指出，中國政府動

輒將香港的一些動向視為「挑戰中央政府的舉動」並表示決不允許這些動向。《日本經濟新聞》在 7 月 4

日也發表了社論，標題就是「對香港『一國兩制』更強烈的不安」。認為 23 條立法和開展愛國主義教育

「可能加劇混亂，希望慎重應對」。 

在日本外務省的網站上，有關日本與香港的關係是如此表述的：日本與香港擁有密切的經濟關係，

日本極為關注香港的未來。香港保持繁榮和穩定，不僅對中國內地而且對亞太地區的繁榮和發展也至關

重要。香港繼續保持自由和開放的體制，確保國際社會對香港的信任極為重要。就在香港回歸 20 周年

前夕，日本有關部門還於 6 月中旬邀請了「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及其同夥周挺訪問日本，並在日本

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講。黃之鋒訪日的目的就是讓日本人了解「香港所面臨的威脅。」 

香港回歸以來，隨著政治問題逐漸成為主導性問題，香港的未來確實引起了香港當地和祖國內地以

及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日本的關注更是不同尋常。但日本的關注顯然是別有用心的，它雖然也不希望

香港陷入動亂，因為這會影響日本的利益。日本是香港第三大外貿夥伴，是第二大進口來源國，日本向

相關出口大量農副產品，日本飲食文化在香港很有地位。日本在港企業多達 1200 家，在港日本居民多

達 2.3 萬人，2012 年訪港的日本遊客為 125 萬，一旦出現動亂，這一切都會受到衝擊。但日本顯然更

不願看到香港和內地的關係日益密切，而是希望彼此能保持一定距離，當然最好是漸行漸遠，這樣就會

使「一國兩制」的示範效應大打折扣，從而阻礙中國的國家統一，進而阻礙「中國夢」的實現。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7/6/7/4/104767493_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4767493&mdate=0804095631 (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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