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賈慶林昨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
了林中森。他首先對林中森接任

海基會董事長職務表示祝賀，並對林
中森率海基會文化經貿參訪團來訪表
示歡迎。他指出，海協會和海基會作
為兩岸分別授權的民間團體，承擔
兩岸制度化協商的重要任務，希望兩
會繼往開來，更加積極地推動兩岸協
商進程，以更多的協商成果造福兩岸
同胞。

鞏固基礎釋善意加強互動
賈慶林強調，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進入鞏固深化的新階段。兩岸雙方都
應該順應兩岸民眾的願望，採取進一步
積極措施，為不斷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的新局面作出更大努力。他提出，一
是要進一步堅定信念；二是要進一步鞏
固基礎，首要關鍵是鞏固和強化反對
「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政治基
礎；三是要進一步發揮智慧，在建立互
信基礎上求同存異，管控分歧，並相互
釋放善意，加強良性互動；四是要進一
步增強勇氣。

林中森：互信推進對話協商
賈慶林最後指出，希望台灣方面奉行

更加積極的大陸政策，切實促進和深化
兩岸各領域的合作，並以此推動台灣經

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林中森則表示，2008年以來，兩岸兩

會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制度化協
商，取得豐碩成果，得到兩岸同胞的認
同肯定。兩岸關係應在維持、鞏固和強
化「九二共識」的共同基礎上，百尺竿
頭，再進一步。他將勤奮工作，與海協
會加強交流，累積互信，推進對話協
商，服務兩岸同胞，共同為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做出更
大努力。

王毅：32字總結兩會經驗
在與林中森會面時，中共中央台辦、

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用「善意溝通，平
等協商；以誠相待，良性互動；先易後
難，循序漸進；以人為本，為民謀利」
32個字，概括了兩會協商積累的有益經
驗。他並表示，國台辦將繼續為兩會協
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和幫助。
此外，林中森昨天亦參訪了北京故

宮。他稱，兩岸將繼續擴大交流領域，
其中包括文化交流。他此次參訪故宮，
可說是深化文化交流的基調。他表示，
到北京，本來就想到故宮參訪，海協會
也主動安排他參訪故宮，可謂「心靈相
通」，相當契合。
據悉，林中森明天將離開北京轉往湖

北武當山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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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昨日出席新一屆立法會會議闡

述施政理念，提及兩地關係時強調不應「閉

關鎖港」。面對亞洲多個城市的競爭，香港

需要內地作為發展自身的腹地，兩地融合交

流符合香港利益，已是社會主流共識。少數

人炒作兩地因文化差異所引起的摩擦和矛

盾，主張「去中國化」，閉關鎖港，與廣大

市民利益背道而馳。社會各界對「去中國化」

須保持警惕，謹防干擾，確保兩地合作關係

仍能在友好互惠的基礎上健康發展。

事實上，香港不可能離開國家發展，當世

界各國都積極尋求與中國合作的機會、拓展

發展空間的時候，香港近水樓台先得月，與

內地融合發展捷足先登。改革開放以來，香

港和內地融合的關係，對兩地發展舉足輕

重，互惠互利。中央出台CEPA、自由行等一

系列措施，讓香港經濟受惠良多。強化兩地

合作是香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符合港人

的利益。

應該看到，兩地人員交流頻繁，難免出現

一些爭執和摩擦，香港需要實事求是處理這

些融合期間出現的現象。但是，近期少數人

不斷利用這方面的問題，炒作所謂「赤化香

港」、「割地賣港」等議題，欲癱瘓東北發

展計劃，拒絕和內地合作，自我封閉。這些

人士標榜「去中國化」，激化對立，製造矛

盾，為香港和內地合作發展帶來干擾，設置

發展障礙。新界東北鄰近深圳，發展潛力不

容低估，只要規劃得宜，善加利用，可有效

帶動香港整體經濟。「去中國化」主張只屬

少數人意見，但其對兩地融合發展的負面衝

擊不可忽視，需社會各界高度警惕，以免成

為日後香港經濟發展的桎梏。

目前樓價及租金水平與市民承擔力脫節，

房屋問題迫在眉睫，亟需社會各界凝聚共

識，務實解決。梁振英考慮到政府架構重組

方案可能再虛耗時間，短期內不會重提，先

放下爭議，以集中精力優先處理市民關注的

民生事務，是顧全大局的務實做法。新政府

上任以來，已公佈一系列解決方法，包括短

中期十項有關房屋的措施，處理樓價過高和

土地供應緊張等問題，未來仍會密切注意房

屋供求情況，回應市民訴求。各界應以務實

態度，共同推動特區政府有效施政，讓利民

政策早日落實。

(相關新聞刊A3、A4版)

日本最大在野黨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昨日在事

先張揚下參拜了供奉有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靖國

神社。靖國神社被東亞各國視為日本軍國主義的象

徵，日本下任首相的熱門人選安倍為了謀取政治利

益而「拜鬼」，反映日本至今並未正確認識和對待日

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歷史，並無顧及曾深受日本傷害

的亞洲各國人民感受，這也是近期導致日本與亞洲

鄰國關係惡化的深層次原因。日本如果不能本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處理侵略歷史和領土

問題，將難以擺脫在亞洲外交上四面楚歌的困境。

靖國神社祭祀的對象包括14名日本臭名昭著的甲

級戰犯，使得該神社被東亞各國視為日本軍國主義

的象徵而備受批判。過往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就

因屢屢「拜鬼」，因而與中國、韓國的外交關係陷入

困境。直到2006年9月繼任首相安倍上台，承諾執

政期間不參拜靖國神社，才為日本擺脫外交障礙，

開啟了改善中日關係的「破冰之旅」。對於日本政壇

人物來講，是否參拜靖國神社，反映其對待侵略歷

史認識問題的態度。這是一個非常嚴肅敏感的政治

問題，來不得半點含糊。在中日關係因釣魚島問題

急速轉差之際，安倍為討好國內的右翼勢力，替其

重奪首相寶座鋪路，不惜事先大肆張揚下參拜靖國

神社，再度暴露出日本右翼勢力在歷史問題上的冥

頑不化，以及日本社會日益右傾化，不斷為軍國主

義招魂的現實。

正因為日本從來沒有深刻反省侵略戰爭的罪行，

對曾飽受其傷害的亞洲鄰國進行真正道歉和贖罪，

反而在侵略歷史和領土問題上採取混淆是非、歪曲

事實的立場，不僅屢屢激起周邊鄰國的強烈憤慨和

抗議，而且不斷與中國、韓國等鄰國產生新的矛盾

和糾紛。在目前世界經濟低迷的大環境下，日本執

迷不悔傷害鄰國人民感情，不僅令日本更加孤立，

同時必然影響彼此間的經貿合作，令其本已疲弱不

堪的經濟雪上加霜。

中日關係因釣魚島爭端陷於低谷，日本日益感受

到事件產生的壓力，日本朝野包括野田佳彥、安倍

晉三都放話已開始考慮改善中日關係，但是行動上

卻背道而馳，不但在釣魚島問題上繼續走強硬路

線，更在參拜問題上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解鈴還

須繫鈴人。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是橫 在中日關

係道路上的兩個最大障礙，日本政府如果不改弦易

轍，重新回到承認二戰罪行及認真反省的正確道路

上來，尊重中國對釣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那它就

不僅無法與中國重歸於好，更擺脫不了孤立於亞洲

各國之外的窘狀。

(相關新聞刊A6版)

促進兩地融合 符合港人利益 日本右翼對侵略歷史冥頑不化

賈慶林冀台大陸政策更積極
會見林中森提四期待 切實深化兩岸各領域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楊毅昨日就赴台求學大
陸學生的醫療保健機制一事指出，樂見台
灣方面改善大陸學生在台的醫療條件，希
望台灣方面不斷採取積極措施，消除歧視
性的政策。
目前，台灣當局正在研擬把在台求學的

大陸學生納入健康保險的體系。據中新網
報道，台灣行政主管部門11日通過了台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將來台灣就讀的大陸學生納入了
健保（健康保險）範圍。據悉，草案將送
立法機構審議。
對此，楊毅指出，大陸樂見台灣方面改

善大陸學生在台的醫療條件，希望台灣方
面不斷採取措施，消除歧視性的政策，為
大陸學生赴台就讀提供一個正常的學習、
生活的環境和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

「十一」黃金周期間，赴台旅遊成為很多大
陸遊客的熱門選擇。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楊
毅昨日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十一期
間共有4.67萬名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其中個
人遊的人數同比增長了三倍。而對於近日
台灣金融界盛傳大陸封殺台方銀行參股的
說法，楊毅表示，支持大陸與台灣兩岸銀
行相互參股，不存在封殺台灣銀行參股大
陸銀行的問題。
楊毅稱，據有關主管部門介紹，今年中

秋、國慶黃金周期間，共有4.67萬名大陸居
民赴台旅遊。其中，團隊遊人數是3.38萬人
次，同比增長46.1%，個人遊的人數是1.29
萬人次，同比增長305%。
據了解，僅10月1日當天出現赴台旅遊單

日最大遊客量（11,817人次）、單日最大團
隊遊客量（8,151人次）和單日最大個人遊
客量（3,666人次），均創歷史新高。

否認封殺台灣銀行參股
近日台灣金融業界內就兩岸銀行相互參

股問題，傳出大陸因不滿台方對大陸銀行
赴台限制過多，因此封殺台方銀行參股的
說法，對此，楊毅稱，不存在封殺的問
題。
楊毅表示，支持兩岸銀行相互參股，不

存在封殺。希望兩岸雙方本 雙向、互惠
的原則，繼續採取更加積極和開放的舉
措，推動兩岸銀行深化合作，實現共同發
展。

國台辦籲民進黨棄「台獨」立場
樂見台改善陸生醫保

4.67萬陸客黃金周遊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在17日的國台
辦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民進黨發言人提
出，民進黨推動大陸事務的事情急不得，也不需要
急；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也說，不急設立民進黨的「中
國事務委員會」，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楊毅表示，希望民進黨能夠真正

體認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大勢所趨，是兩岸同胞
的民意主流，搞「台獨」是沒有前途，沒有出路的，
從而停止干擾兩岸交流合作，改變「一邊一國」的
「台獨」立場，站到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軌
道上來。
對於謝長廷日前訪問大陸提出所謂「憲法各表」的

主張，楊毅表示，我們的立場非常明確，也是一貫
的，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
的關係。「當然，我們也願意認真聽取和對待台灣各
界人士就發展兩岸關係提出的理性、積極、建設性的
意見和建議。」

質疑「陸委會」主委「剎車皮論」
另外，有記者問，前不久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

琦表示，他也是兩岸關係的「剎車皮」，只不過要更
拿捏踩剎車的時機。在他任內將推動「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的大幅修改，發言人有何看法？

楊毅說，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形勢下，台灣方
面確實有必要與時俱進，盡早修改不合時宜的政策規
定，以適應兩岸大交流、大合作的客觀需要。至於
「剎車皮」的問題，我們也看到有關的報道。我們不
太清楚，台灣大陸事務的主管部門居然自稱是「剎車
皮」，究竟是想對外釋放什麼樣的信號？我們希望，
今後台灣方面能夠繼續奉行積極的大陸政策，排除各
種干擾，為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做出努
力。

「十八大」後保持對台方針連續性
對於「十八大」後兩岸政策是否會延續原有框架

和既有政策的問題，楊毅表示，這幾年來兩岸關係

發展的實踐證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一條正確的

道路，得到了大多數兩岸同胞的支持和擁護。

楊毅強調，「既然是正確的道路，我們就將堅定不

移地走下去。我們將保持對台方針政策的連續性，繼

續貫徹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思想和政策主張，在

不斷增進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上，加強兩岸交流合

作，推進協商談判，築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

經濟、文化和社會基礎，不斷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新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國務

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昨日在北京舉行了例行新聞發

布會。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楊毅在發布會上表示，

歡迎龍應台以適當身份來大陸採訪交流，同時，

楊毅還表示，兩岸互設辦事機構十分必要。

台灣文化主管部門負責人龍應台日前在接受

採訪時曾聲稱，非常願意在任期內訪問大陸，

同時她透露，不排除未來簽署兩岸文化協議的

可能。對此，發言人楊毅表示，大陸歡迎龍應

台以適當的身份來大陸參訪交流。楊毅指出，

「我們對商簽兩岸文化交流協議持開放的態度。

兩岸可以就文化交流簽署一攬子的協議，也可

以分別就兩岸文化交流合作的一些具體方面作

出安排。」

龍應台此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在大陸以

匿名方式開通微博，借此了解大陸民情民意一

事，楊毅就此表示，大陸對於微博客有一套相

應的管理辦法，一切依法、依規行事。

另外，對於馬英九在本月談話中提到，將繼

續推動兩岸互設辦事機構。對此，楊毅表示兩

岸互設辦事機構是十分必要的，希望海協會、

海基會盡速完成互設辦事處的規劃，早日溝通

協商，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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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正在北京展開首訪大陸之行

的海基會新任董事長林中森昨天分別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

協主席賈慶林，以及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會面。在會

見時，賈慶林表示，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入鞏固深化的新階段，

並對發展兩岸關係提出四點期待，希望台灣方面奉行更加積極的大陸

政策，切實促進和深化兩岸各領域的合作，並以此推動台灣經濟社會

的健康發展。

■賈慶林(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海基會新任董事長林中森。　 中新社

■王毅(右)在北京釣魚台會見台灣海基會新任董

事長林中森。 中新社

■首次訪問大陸的林中森，17日上午

前往北京紫禁城參觀。 中央社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楊毅回答記者提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麗丹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