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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的論壇，國共兩黨及台灣親民黨、新黨、無黨團結聯盟等黨派
和團體的代表人士，兩岸有關部門和中小企業、青年及基層、經

貿科技界、文化教育界代表人士、專家學者共300多人出席論壇。
「兩岸十年路漫漫，驀回首，一瞬間，理當然」、「希望本是無所
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
了，也便成了路」，俞正聲以此開場，形容論壇走過的十年路程。

俞提辦好論壇四個繼續
他總結，十年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作為匯聚民意政策先導的

重要平台，就兩岸經貿三通、旅遊產業、金融、農漁業、文化、教
育、科技等關係兩岸同胞切身利益的議題深入探討，形成了153項共同
建議，這些建議大多轉化為兩岸共同和各自的具體政策措施，兩岸兩
會簽署21項協議，大陸方面在論壇上宣佈了73項對台的惠民措施，給
兩岸同胞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他就進一步辦好論壇提出四點建議：繼續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
確方向、繼續聚焦增進兩岸同胞共同福祉、繼續助力兩岸青年實現人
生夢想、繼續推動擴大兩岸各界人士廣泛參與。他特別提到，繼續堅
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關鍵要堅持「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的政治基礎，這是論壇的立身之本，沒有這個基礎，論壇將
無以存身，基礎不牢，地動山搖。

朱促傳承深化普及合作
朱立倫在致辭中表示，國民黨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不擔憂任何指
控批評，隨時檢討改進，強調為歷史負責、為下一代負責，讓兩岸關
係繼續勇敢向前走，為世界大同，天下為公努力。
朱立倫也提到，台灣是多元社會，有很多想法，但畢竟21世紀是合

作、而非對抗的時代，故需用正面、健康的心態，面對兩岸關係的發
展，迎接兩岸合作時代的來臨。他進而建議，未來應從傳承、深化、
普及三方面着手，拓展兩岸交流合作，年輕一代必須「接棒」，令之
得到傳承，同時兩岸交流亦應更為深入，涉及更多行業、層面，使得
紅利普及更多民眾。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江鑫嫻、章
羅蘭及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會見中國國民黨主
席朱立倫，外界普遍期待，國共兩黨領
導人會就新形勢下的兩黨、兩岸關係交
換意見，進一步夯實「九二共識」的內
涵，預計也會涉及亞投行等議題。

雙方圓桌對談 不單獨閉門會
根據此前的報道，「習朱會」流程將
簡化，雙方代表各十人與會，採取圓桌
對談，部分致詞開放，不會有習、朱兩
人單獨的閉門會談。
上海台灣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倪永傑認
為，當前兩岸關係處於盤整期，舉行國

共兩黨最高領導人會面，對兩岸關係發
展具有定位器、導航儀的作用，將大大
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他表示，
習近平與朱立倫的會面，可能有三成
果：重申或深化「九二共識」、提出讓
基層民眾對兩岸和平紅利有感的具體安
排、就增強歷史連接交換意見。 他說，
雙方可能重申堅持「九二共識」，或深
化、豐富「九二共識」的表述。

參加北大校慶 期待老友共聚
根據安排，朱立倫今日下午還將赴曾

經擔任客座教授的北京大學，參加建校
117周年紀念日慶祝活動。行前他提
到，他20年前在北大擔任客座教授，

17年前最後一次去北京參加北大百年校
慶，之後就再也沒去過，這次前往北京
大學會和當年的同事、學生見面，他很
期待。
今年1月17日朱立倫當選國民黨主

席後，北大隔日就在校友網上以《北
大客座教授朱立倫當選中國國民黨主
席》刊發相關消息。據本報記者了
解，1995年朱立倫出任北大光華管理
學院中級財務會計專業客座教授，當
時他還是台灣大學最年輕的教授。聽
說這次校方找到當時客座同事，可能
還有教過的學生，他還有點不好意
思，說得趕緊回去翻閱資料，把同事
和教過學生的名字想起來。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此次習
近平與朱立倫會晤，是自2005年來
「胡連會」後國共領袖的第四度會
晤。過去十年，兩黨領袖曾三度會
晤，地點都在北京。
2004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國民

黨再度落敗，時任黨主席連戰於翌
年 4月「登陸」，展開「破冰之
旅」，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
濤會晤，成為1949年後首位踏上大
陸的國民黨最高領導人。「胡連
會」後，兩黨達成並共同發佈「兩
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包括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促進恢復兩
岸談判；促進兩岸經貿交流；建立

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等五點共識。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時任黨

主席吳伯雄5月率團登陸與胡錦濤會
面。此次會晤主旨落實「胡連五共
識」，促成兩岸關係全面升溫，兩
岸三通、大幅增加兩岸航班、開放
陸客赴台遊、確定國共兩黨高層對
話機制等。
2009年5月，吳伯雄再次以國民

黨主席身份登陸與胡錦濤會面。胡
錦濤提出六點建議推進兩岸關係，
包括探討政治和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等。吳希望兩岸盡早簽訂「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ECFA）。ECFA終
於在一年後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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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張聰張聰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第十屆第十屆
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昨日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昨日
在上海舉行在上海舉行，，中國社科中國社科

院台研所副所長朱衛東指出院台研所副所長朱衛東指出，，目前兩岸目前兩岸
關係正處於發展的十字路口關係正處於發展的十字路口，，而此次國而此次國
民黨主席朱立倫參加論壇民黨主席朱立倫參加論壇，，表明由朱立表明由朱立
倫率領下的國民黨已經想清楚並以行動倫率領下的國民黨已經想清楚並以行動
鞏固兩岸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鞏固兩岸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九二共九二共
識識」，」，維護推進兩岸關係維護推進兩岸關係。。

朱衛東說朱衛東說，，去年國民黨在去年國民黨在「「九合一九合一」」選選
舉中落敗舉中落敗，，兩岸關係發展再度面臨十字路兩岸關係發展再度面臨十字路
口的新形勢下口的新形勢下，，朱立倫率領國民黨參與本朱立倫率領國民黨參與本

屆經貿文化論壇並到北京實現屆經貿文化論壇並到北京實現「「習朱習朱
會會」，」，即表明朱立倫領導下的國民黨將繼即表明朱立倫領導下的國民黨將繼
續按照國民黨過去制定的既定方針去處理續按照國民黨過去制定的既定方針去處理
兩岸關係兩岸關係。。他指出他指出，，今天兩岸和平發展局今天兩岸和平發展局
面來之不易面來之不易，，要珍惜要珍惜，，而且要對歷史負而且要對歷史負
責責、、敢於擔當敢於擔當，，而作為兩岸和平發展的政而作為兩岸和平發展的政
治基礎治基礎「「九二共識九二共識」」不能動搖不能動搖。。他補充他補充，，
論壇本身就是國共兩黨在新形勢下論壇本身就是國共兩黨在新形勢下，，對堅對堅
持持，「，「九二共識九二共識」、」、反對反對「「台獨台獨」、」、維護維護
推進兩岸關係的再保證推進兩岸關係的再保證、、再確認再確認。。

未來經貿合作 着未來經貿合作 着眼眼「「三中一青三中一青」」
談及本屆論壇的亮點談及本屆論壇的亮點，，朱衛東表示朱衛東表示，，

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根據目前的兩岸關係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根據目前的兩岸關係
與台灣島內最新形勢與台灣島內最新形勢，，作出了一些新的作出了一些新的
調整調整，，將推動兩岸各領域的合作將推動兩岸各領域的合作，，特別特別
是兩岸經貿領域合作是兩岸經貿領域合作。。他指出他指出，，作為兩作為兩
岸交流互動岸交流互動「「老平台老平台」，」，經貿論壇在過經貿論壇在過
去十年間對於推進兩岸經貿合作的發展去十年間對於推進兩岸經貿合作的發展
以及促進兩岸人民交流等方面發揮了重以及促進兩岸人民交流等方面發揮了重
要作用要作用，「，「今年經貿文化論壇着眼於今年經貿文化論壇着眼於
『『三中一青三中一青』，』，針針對對『『中中』』南部南部、『、『中中』』
小企業小企業、『、『中中』』低收入及低收入及『『青青』』年所關年所關
心的問題心的問題，，提出有創意的解決辦法提出有創意的解決辦法，，我我
相信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未來必將為兩岸相信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未來必將為兩岸
關係發展注入更強大的新能量關係發展注入更強大的新能量。」。」

俞正聲國共論壇重申反「台獨」
朱立倫盼兩岸以「九二共識」為基礎持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第十屆兩岸

經貿文化論壇」（俗稱「國共論壇」）3日在上海舉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致辭中指

出，經過10年發展，兩岸關係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

10年來，論壇作為國共兩黨交流對話的重要平台，始終堅

持認同「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基本立場。俞正聲

就進一步辦好兩岸經貿文化論壇提出四個繼續。首次率團

參會的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則表示，希望未來兩岸的交

流，能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持續發展，並敦促各界需

用正面、健康的心態，迎接兩岸合作時代的來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
道）為期一天的第十屆兩岸經貿文化
論壇昨日下午在上海閉幕，論壇取得
豐富成果。中共中央台辦主任張志軍
在晚宴上表示，此次論壇尤其着重討
論「青年與基層」話題，彰顯了大家
對於服務基層與青年的決心與誠意。

重效率一天內「速戰速決」
與往年不同，此次兩岸經貿文化論

壇在一天內「速戰速決」。早上9時
開幕，晚上6時即宣佈了會議的總
結。張志軍在晚宴時表示，這表明了
論壇更加注重效率、更加緊湊，讓更
多參與者可以在小組會議上表達自己
的意見。
張志軍概括了論壇提出的政策建

議，主要涉及推動兩岸經濟融合發展
等9個方面（見表），而在總結時，
張志軍特意將「青年與基層」這個主
題作為重點。
他表示，此次論壇 更加關注基層

與青年的發展訴求，充分展示出大家

關心、服務青年、基層的誠意與決
心。而在青年與基層研討小組會議
中，兩岸各界人士均提出了不少看法
與建議，並對推動兩岸基層民眾與青
年交流提出了期許。

和平發展民心所向擋不了
今年亦是國共兩黨領導人實現歷史

性會面並發佈「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
景」十周年，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亦走
過10個年頭。張志軍表示，十年來，
兩岸發展路程並非平坦筆直、一帆風
順，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阻撓兩岸
發展，潑髒水、扣帽子，甚至無理指
責，但這一切都阻擋不了歷史的潮流
和民心所向，「九二共識」是兩岸發
展的政治基礎，絕不能動搖。
針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國共

化」言論，新黨主席郁慕明則表
示，「我們沒有黑箱，更不是國共
化，而是大家共同為歷史、人民負
責」，「不要污衊、不要低俗，我
們在這為歷史負責」。

論壇提9方面政策建議
1. 繼續推動兩岸經濟融合發展，提升兩岸經濟
合作制度化水平；

2. 繼續支持大企業良性發展的同時，更積極地
為兩岸中小企業合作搭建平台；

3. 加強兩岸農漁業合作，增加電商通路，幫助
台灣農產品拓展大陸市場；

4. 更多關注兩岸基層民眾的感受，促進更多民
眾投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並從中受益；

5. 擴大兩岸青年交流規模，豐富、創新內容和
形式，為兩岸青年學生就學、實習、就業、
創業創造條件；

6. 進一步深化兩岸文化、影視產業的交流合作，
探討分類逐項商簽相關領域交流合作協議；

7. 進一步深化兩岸教育交流合作，商簽兩岸教
育交流合作協議；

8. 繼續推動研究盡快解決大陸旅客在台灣中轉
和進一步便利兩岸同胞往來的問題；

9. 建立溝通平台，務實研究探討台灣參與「一
帶一路」建設、區域經濟合作和亞洲基礎設
施投資銀行的方式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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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行動表態 推進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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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聲出席第十
屆兩岸經貿文化論
壇並致辭。 新華社

■■俞正聲與朱立倫出席兩俞正聲與朱立倫出席兩
岸經貿文化論壇岸經貿文化論壇。。 中央社中央社

■■論壇開幕式現場論壇開幕式現場。。新華社新華社

俞正聲提「四繼續」
1.繼續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正確方向
2.繼續聚焦增進兩岸同胞共同福祉
3.繼續助力兩岸青年實現人生夢想
4.繼續推動擴大兩岸各界人士廣泛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