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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2017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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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期要聞 
1. 國台辦發言人介紹近期大陸與國民黨和島內其他黨派交流情況 

在 12 月 13 日國台辦例行新聞發佈會上，國台辦發言人介
紹近期大陸方面與國民黨和島內其他黨派交流的情況。安峰山
表示，長期以來，我們與中國國民黨在堅持「九二共識」、反
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保持著經常性的聯繫和交往。 

安峰山介紹，應中共中央台辦邀請，12 月 9 日，新黨主
席郁慕明率新黨大陸訪問團來北京、南京、上海訪問。12 月
11 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會見了訪問團，對新黨成立以來
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積極推動兩岸交
流、堅決反對「台獨」的鮮明態度和堅定立場表示讚賞。俞主
席向客人介紹了中共十九大有關情況，闡述了十九大確定的對
台方針政策和我們在兩岸關係重大問題上的態度主張。 

安峰山表示，在京期間，中央台辦與訪問團進行了座談。雙方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謀祖國
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進行深入交流。雙方一致認為，要堅定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
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和平統一進程，共同致力於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雙方同意建立完善聯繫溝通機制，及時就兩黨關係和兩岸關係重大問題交流研討，凝聚
共識。雙方將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努力促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加強對兩岸同胞的服務，及
時溝通處理涉及民眾權益的有關事項。進一步擴大兩岸青年交流，為台灣青年在大陸發展創造便利條
件。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 

安峰山強調，同台灣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黨、團體與人士開展交
往對話，維護並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我們的一貫主張。在當前兩岸關係形勢下，中共中央台辦
與新黨加強對話交流，增進互信，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具有積極意義。 

12 月 12 日，國台辦接待了由中國國民黨中常委、中華兩岸青年交流協會理事長曾文培率領的該
協會參訪團。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會見了參訪團，介紹了中共十九大有關情況，重
點闡釋了十九大關於對台工作的主要精神。張志軍並與參訪團就進一步加強國共兩黨交流合作交換意
見，雙方均希望兩黨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共同政治基礎上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繼續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日，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副主任劉結一也與參訪團全體成員見面。劉結一表示，大陸方面
積極鼓勵兩岸基層和青年加強交流，並將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繼續採取措施，逐步為台灣同胞在
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希望國民黨青年精英為促進兩岸青年等各界
交流發揮積極作用。 
資料來源：http://www.gwytb.gov.cn/wyly/201712/t20171213_11878742.htm  (國台辦) 
 

2. 評論：對統派下手  加劇兩岸對立 
新黨青年軍成員王炳忠、侯漢廷、林明正、陳斯俊等人 12 月 19

日清晨被台灣檢調當局以涉嫌違反「國安法」為由搜家並帶走調查。
事件震撼兩岸，尤其在大陸發酵，對兩岸未來將有重大影響。  
 王炳忠等人剛剛訪問過大陸，一返台即被抓、遭搜家，這是蔡當局
對台灣統派下手的訊號，也可以說是衝著大陸來的，是赤裸裸對大陸
的無視及挑戰。蔡當局今日以所謂的「國安法」抓捕新黨青年人，明
天可能將「國安法」濫用到其他與大陸開展公開交流的人士身上，「綠
色恐怖」自此籠罩台灣。  

蔡當局對統派下手，是為所謂的「國家安全」，還是為著「台獨」
春夢而整肅異己，壓制統派力量，企圖殺一儆百，用心昭然若揭。林

明正曾在電視政論節目上形容民進黨勝選、執政後的行為如「土匪進城、為所欲為」，說這話的時候他
可能沒有意識到自己會成為首批被加害者。  

▲ 俞正聲會見了新黨訪問團。 

 

 

▲新黨青年軍成員王炳忠等人被帶

走調查。 

 

 

http://www.gwytb.gov.cn/wyly/201712/t20171213_118787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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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台辦 19 日晚發聲，嚴正譴責台灣當局肆意迫害主張統一者。國台辦不只對事件定性，還強
調會密切關注有關事態發展。大陸掌握台海博弈政治和法律上的主動權，既已發聲，就會有後手。  

蔡當局抓統派，已然加劇兩岸對立、民意對撞。大陸網路民意沸騰，官方媒體敦促當局不僅要就此
口頭警告，還應有所行動，制裁、通緝一批死硬「台獨」分子，促使台灣全社會客觀認識島內以及整
個國家真實的政治現狀。  

新黨青年人被搜捕事件引發兩岸紅綠勢力較勁，台灣社會對兩岸、對大陸乃至於對自身未來的看
法，也將發生轉變。紅綠勢力較勁誰會是贏家，拭目以待。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9/1/4/1/104914129.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914129&mdate=1220020424 (中評社) 
 
3. 洪秀柱訪港 呼吁兩岸攜手並進 一起做驕傲的中國人 

中國國民黨前主席、台灣中華青雁和平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洪秀柱
率團出席在香港舉辦的第七屆港台影響力論壇，並發表演講。 
 論壇上，洪秀柱分享了從政的心路歷程，並談論了對兩岸青年人的
看法。她說，「我從小立下的志願有很多，但是從未立下從政的志願，
我做夢都沒有想到自己的大半生都會在政壇上。」她希望兩岸的年輕
人多一些走動和交流，並且了解雙方的優勢和缺點，進而相互彌補。
她亦寄語兩岸青年人要為對方著想，換位思考，互相幫助對方解開心
結。  
 洪秀柱表示，兩岸分隔超過一甲子，兩岸年輕人生活在不一樣的生
活制度之下，造成這三十年台灣的年輕人認為在自由的環境里，在民
主的熏陶和洗禮之下，大陸的年輕人看到中國在崛起，充滿了民族自

信心，以國家為傲。台灣年輕人覺得大陸的崛起對自己造成了威脅，大陸的年輕人覺得台灣是大陸的
一部分，因此雙方在網絡上講話越來越難聽，感情越來越疏離。「相罵無好言。這是讓我非常憂慮的一
件事。」  
 洪秀柱認為，兩岸年輕人要換位思考，兩岸是同文同種同血緣的親情關係，人性、血脈、文化，這
些都是無法斬斷的。洪秀柱還說，兩岸關係發展的過程中，有很多人在這條路上共同努力，才能維持
兩岸這些年來從破冰到交流。兩岸交流能夠維持下去，是很多人努力的結果。「兩岸關係發展有什麼問
題產生，要說真話，你的理念是什麼，要一以貫之。孫中山先生當年的革命理想，希望把中國建造成
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那就是初心。」洪秀柱說到，今天做任何事情，都不要忘掉當初立的志願，堅持
說對的話，做對的事情，這就是初心不變。「如果能夠堅持自己原有的理想，不管外界的環境怎麼變
化，堅持自己的正確的道路，就是不忘初心，任何人都應該有這樣的一份理想。」  
 洪秀柱談到，中共十九大中，習總書記所講的和平之路，是一種王道的思想。中國不是霸權，而是
洗刷了百年恥辱，重新站起來。兩岸要攜手並進，一起做驕傲的中國人。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9/1/1/2/104911244.html?coluid=266&kindid=0&docid=104911244&mdate=1216153816 (中評社) 

 

4. 台灣鱷魚王送廈門  百人不捨送別 
由台南麻豆鱷魚王生態農場飼養 36 年之久、號稱「台灣鱷魚

王」的巨鱷「小河」，因為台灣的動物保護法因素無法繼續飼養，
決定贈送給福建廈門「中非世野」動物園收養，19 日的送別活動
溫馨感人，飼主邱錫河為相處 36 年的「小河」遠行，流下了不捨
與祝福的眼淚。 

居間協調巨鱷出海關的民進黨「立委」黃偉哲上午也到農場
來送別「小河」。黃偉哲表示，台灣因為野生動物保護法，「小河」
無再公開展示，生態農場也吹起熄燈號；在確認「小河」不是保育
類野生動物後，政府同意放行出關。大陸有多處前來爭取，最後由
主人選擇最近台灣的廈門「中非世野」動物園收養，希望「小河」
能有好的歸宿。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9/1/4/7/104914718_4.html?coluid=93&kindid=5670&docid=104914718&mdate=1219155714 (中評社) 

▲ 洪秀柱與中評社青年記者對話。 

 

 

▲ 黃偉哲協助巨鱷出關手續，將贈

送廈門動物園。 

 

 

http://hk.crntt.com/doc/1049/1/4/1/104914129.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914129&mdate=1220020424
http://hk.crntt.com/doc/1049/1/1/2/104911244.html?coluid=266&kindid=0&docid=104911244&mdate=1216153816
http://hk.crntt.com/doc/1049/1/4/7/104914718_4.html?coluid=93&kindid=5670&docid=104914718&mdate=121915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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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會務 
1. 本會組織參加「2017 港粵台澳兩岸四地青年企業家峰會」 

12 月 1 日，近 200 名來自香港、內地、台灣及澳門的年輕企業家聚首一堂，參加於嘉里酒店舉行
的「2017 港粵台澳兩岸四地青年企業家峰會」。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全國政協
常委戴德豐、本會會長黃英豪、監事長林建岳等出席並擔任主禮嘉賓，黃英豪會長於峰會上宣佈峰會開
幕並主持了青年論壇。 

本會亦組織了多位青年會員及青年企業家參加，他們表示，如能融合台灣的科創技術、港澳的跨國
行銷人才、大陸的龐大市場，並增強兩岸四地青年之間的交流交往，定能創建一個無限商機新時代。 
 
活動花絮： 

 
▲ 一眾嘉賓主禮青年企業家峰會開幕式。 

 
▲ 黃英豪會長主持青年論壇。 

   
▲ 曲天赫理事(左)與

連勝文。 

▲ 蘇麗霞理事(右)出席青年企業家峰會。 ▲ 本會青年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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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領導出席深圳舉行的第五屆「『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研討會」 
 12 月 6 日，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辦的第五屆「『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在深圳開幕。

來自大陸和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 40 多位元專家學者出席開幕式，並圍繞「『一國
兩制』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議題進行深入研討。本會理事長盧文端、執行會
長姚志勝等出席研討會。 

盧文端理事長在開幕式上致辭。他從六個方面闡釋了習近平總書記十九
大報告中對香港問題的重視：一是十九大報告把堅持「一國兩制」上升為治
國理政的一個基本方略，確立了「一國兩制」新定位；二是強調中央對港澳
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對確保「一國兩制」實踐成功具有實質意義；三是重申
「四不」，鄭重提示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不能「跑偏」，不可
「走樣」，不可「變形」；四是對港澳提出了六項工作要求，增加了「維護社
會穩定，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兩項內容，具有

強烈針對性；五是要求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指出了兩地合作的方向；六是
明確肯定港澳工作取得新進展，這是對港人極大鼓舞。習近平報告關於港澳問題的
論述，是開啟香港「一國兩制」新里程的科學指南，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未來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 

 

 
▲ 第五屆「『一國兩制』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嘉賓大合照。 

  

  

  
▲ 姚志勝執行會長(右)與兩彈一星

國際基金會執行局主席魏月童。 

▲ 盧文端理事長接受深圳電視台

訪問。 

▲ 暨嘉華先生(左上)、朱家健先生(右

上)、戴慶成先生(左下)與仇長根先生

(右下)在分組討論上各抒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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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組團參加澳門「兩岸和平發展：國家民族認同與青年
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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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和平發展：國家民族認同與青年成長」研討會

於 12 月 4 日於澳門舉行，來自兩岸四地近百位專家學者及各

界人士圍繞「國家民族認同與青年成長」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

討。 

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席崔世昌、中聯辦台務部

副部長李堅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秘書長馮記林等主禮研

討會開幕式。本會出席代表為：林至穎理事、管樂理事、喻振

暉理事等。 
 

 
▲ 「兩岸和平發展：國家民族認同與青年成長」研討會大合照。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處摘編 

▲ 左起：許暉女士、李堅怡副部長、林

至穎理事、喻振暉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