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屆海峽論壇昨日在廈門隆重舉行。主管對台事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

席俞正聲出席論壇開幕式並致辭。這是台灣新政府上台後，首場兩岸大型交流活動，成為外

界觀察兩岸關係發展的一個風向標。俞正聲的講話，表達了三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對兩岸

關係發展前景有些擔憂；二是強調要堅持「九二共識」政治基礎，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

分裂活動；三是兩岸關係形勢越複雜，越需要兩岸民眾加強交流。台灣新領導人蔡英文

「5．20」就職演講絕口不提承認「九二共識」及其「兩岸同屬一中」的核心內涵，兩岸關

係面臨重大轉折的嚴峻形勢。俞正聲的講話既表達了對兩岸關係發展前景的擔憂，更宣示了

堅持「九二共識」的決心，亦表明了依靠台灣民眾是大陸對台政策的重要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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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在即，面對這場可能是
歷來最激烈的選戰，不論建制派或反
對派都正進行新一輪重組。當中既包
括收縮戰線，減少參選名單，也涉及
不同政黨的重組合併，以免兩敗俱
傷。其中，動作最大的可說是兩個激
進派政黨「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兩
個政黨過去牙齒印不少，互相競爭激

烈，但現在卻已結成選舉聯盟，共同合組名單參選，
在選舉後這兩個政黨也很大可能合為一黨。社民連外
務副主席黃浩銘日前更已揚言，「不抗拒與『人民力
量』合併。」看來，兩黨由分變合已是板上釘釘。

這次兩黨合組選舉名單，明顯是一次無可奈何的選
擇。「人民力量」陳偉業讓出新界西議席為黃浩銘抬
轎，不是他高風亮節退位讓賢，相反他一直視議席如
命，但他知道再繼續參選已經難有勝望，唯有與社民
連作內部交易，他讓出議席予黃浩銘，並支持社民連
主席吳文遠選九龍西，以換取社民連支持陳志全選新
界東、譚得志選九龍東、劉嘉鴻選港島。這樣，兩黨
勉強可以推出一個五區出選戰陣，與其他激進本土派
抗衡一下。
本來，「人民力量」上屆已經五區出選，氣勢十
足，現在卻要與社民連一道才勉強湊足人馬五區出
選，顯示其實力確實是不斷萎縮。近年，香港的社運

出現了三大趨勢：一是低谷化。在「佔中」之後反對
派再難發動大規模的政治行動。二是碎片化，反對派
各政黨組織不斷分裂成不同的小組織，愈分愈細。三
是極端化。過去激進派政黨最多就是搞搞衝擊，但隨
着激進本土派及「港獨派」的出現，他們主張的已不
是衝擊，而是暴力襲擊以至暴動革命。
在這幾個大趨勢之下，反對派也要重組轉型，否則
將難逃邊緣化的命運。現在的情況已很明顯，激進本
土派和「港獨派」佔據了最極端的一翼，當中大多數
支持者都是來自原來的激進派政黨組織。此外，一些
較溫和的反對派政黨也可能調整路線，重新走向中
間，以爭取廣大中間市民支持。這樣，類似「人民力
量」、社民連，以至新成立的「香港眾志」之流，處
境便十分尷尬。在定位上，他們既不走溫和溝通，但
走激進又敵不過激進本土派、「港獨派」。政治定位

不明，在比例代表制的選舉下是死路一條。「香港眾
志」還有一點「學民思潮」、「學聯」的剩餘光環，
但「人民力量」、社民連卻不然。政治定位不清晰、
缺乏政治明星、缺乏政治論述，過去譁眾取寵的一套
就已經被人唾棄，還憑什麼出選？
所以，他們唯有重新合併，抱團取暖。當年「人民

力量」的出現，本來就是黃毓民對社民連的反制及報
復。現在黃毓民又轉去「港獨」路線，沒有了黃毓
民，兩個黨其實沒有解不開的仇恨。於是在選舉利益
下，兩黨決定合併參選，互補不足，勝過獨自參選一
鋪清袋。當然，兩黨分分合合除了形格勢禁之外，為
的始終還是選舉利益。如果9月立法會選舉不利，兩黨
合併並沒有協同效應，屆時是否還繼續合併，就難說
了。

激進派分分合合只因利益之爭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俞正聲強調「九二共識」兩岸關係面臨嚴峻考驗

兩岸關係前景正面臨嚴峻考驗

必須指出，台灣當局新任領導人上台以來對「九二
共識」的核心意涵刻意迴避，對兩岸關係根本性質態度
模糊，為兩岸關係前景蒙上陰影。俞正聲致辭時表示，
論壇開幕前，我同兩岸部分嘉賓代表見面，他們都高度
評價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同時對兩岸關係
發展前景也有些擔憂，強烈呼籲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與台海和平穩定。俞正聲以委婉的方式，表達了對兩岸
關係前景的擔心。這顯然是表達了大陸方面的善意，顯
示大陸方面真誠希望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台海和平
穩定。

然而，兩岸官方的交流已經因為蔡英文未能承認「九
二共識」而實際上陷於停頓，兩岸關係的前景正面臨嚴
峻考驗。據了解，海基會與海協會在「5．20」之後僅
僅保持了傳真機和電話的線路暢通，大陸海協會對海基
會的傳真均未回應，電話也只有人接起，無實際溝通。
兩會交流顯然陷入停滯。海協會負責人和國台辦發言人
都已表明態度：只有確認堅持「九二共識」這一體現一
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國台辦與台灣陸委會的聯繫溝
通機制、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的授權協商和聯繫機制才
能得以延續。蔡英文上台後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導
致大陸與台灣的機制性交流無法繼續，兩岸關係冷淡已
成定局。

由於蔡英文和民進黨短期內接受「九二共識」幾無
可能，台海關係的冷淡很可能持續很長時間。大陸不
會無限期等着蔡英文當局完成「尚未完成的答卷」，
倘若蔡英文對「九二共識」的態度不改變，接下來兩
岸之間更多交流渠道都可能會中斷，還有很多交流可
以降格，擠壓民進黨當局的國際活動空間亦可作為備
用手段。

蔡英文的「隱性台獨」更需警惕
更加需要關注的是，蔡英文是在「維持現狀」的框

架下，以柔性方式宣揚和塑造「台獨」理念，逐漸裂解
台灣民眾的中國意識和中國認同，強化台灣主體性理念
和「台獨」認同。蔡英文新政府取消遙祭「國父」及黃
帝陵，蔡政府任命兩位具有深綠色彩的文化和教育「部
長」，「教育部長」為了「去中國化」，宣佈廢止2014
年馬英九的微調課綱等等。「隱性台獨」已經浮現。
蔡英文選擇以「隱性台獨」作為其政治實踐的主要路

徑。其特點是不公開主張宣告「台獨」，不更換「國名
國號」，而是在既有的「中華民國」外衣下，不斷添加
台灣主體性因素，淡化「兩岸同屬一中」的歷史和客觀
現實，實現台灣的「事實獨立」，在國際社會和島內民
眾中逐步形成「兩個中國」或「一邊一國」的既有事實
概念和認定。對此，大陸絕不會坐視不理。
俞正聲強調，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台海和平穩

定，關鍵是要堅持「九二共識」政治基
礎，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活
動。俞正聲的講話，再次顯示大陸反
「台獨」的決心十分堅定，包括強大軍
力在內的大陸實力已經排除了外部勢力
針對台海做決定性干預的可能性。「台
獨」的戰略空間已不存在。一旦民進黨
被執政沖昏了頭腦，誤判他們搞「柔性
台獨」大陸只會忍氣吞聲，從而大肆行
動，大陸必將出招打擊之，則台海關係重回陳水扁時期
的「地動山搖」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依靠台灣民眾是大陸對台政策重要基點
依靠台灣民眾，從來就是大陸對台政策的重要基

點。面對堅持「台獨」黨綱的民進黨上台執政，兩岸關
係形勢越複雜，越需要兩岸民眾加強交流。俞正聲指
出，大陸將不斷完善政策措施，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工
作、生活提供更多便利。這體現出大陸方面本着「兩岸
一家親」的理念，期待進一步促進兩岸民眾交流往來的
拳拳誠意，也給兩岸同胞吃下一顆定心丸，兩岸民間交
流的大門不僅不會關閉，而且會更開放、更便利。正如
俞正聲所說，只要堅持不懈，兩岸民眾交流定會成為維
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錨頭」，成為兩岸同胞共同駛
向美好未來的「風帆」。

盧 文 端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土地及房屋問
題，是本屆政府高
度重視的民生議
題，特首和各相關
司長和局長，過去

幾年努力落實多項措施，可是樓價和租金高企，公屋需求
大增，輪候時間冗長，居屋供應追不上需求等問題，仍沒
有紓緩的跡象。不少市民，特別是年輕家庭，儲蓄多年依
然「望樓興嘆」，無法「上車」。樓價高伴隨着高租金，
香港劏房租金，「呎價貴過豪宅」，令住屋矛盾更為尖銳。
根據美國顧問公司Demographia年初公佈的《全球樓價負
擔能力調查》，香港位列樓價最難負擔城市的首位。

「三年上樓」無以為繼
現時公屋輪候冊有近30萬宗輪候「上樓」的申請，一般
家庭的輪候時間，已經接近四年，而「非長者單身人士」
的輪候時間，更可謂「遙遙無期」。政府在回歸後訂下「三
年上樓」的目標，今日無以為繼，而每年公私營房屋的實
際落成量，都低於預測供應量，長期不達標。
民建聯6月7日舉行一場以「香港土地及房屋政策——回

顧及前瞻」為題的圓桌會議，邀請相關主要官員、專家和
學者等，就解決土地及房屋問題共商對策。總結嘉賓的見
解和民建聯多年來的分析，我們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當局應調整長遠房屋政策，增加公營房屋的供

應，將公屋興建量與「三年上樓」目標掛鈎，以落實
「三年上樓」承諾。

二、當局應重推「夾屋」、「租置」、私人參建居屋、混合發
展等，建立完整的置業階梯。
三、在顧及各方利益下積極開拓土地，包括在維港以外填海，

發展岩洞及地下空間，開發生態價值較低、沒有植被、荒廢或已
平整的「綠化地帶」、「農地」及「棕地」；建議政府授權發展
局，可在新發展區預留安置資源，並按發展局制定的準則，以及
實際情況安置受影響的居民，以處理收地的爭議。
四、為紓緩劏房及基層租戶的財政壓力，建議向特定的群組，

即申請公屋超過三年的申請人，提供過渡性的租金津貼。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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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照出糧 對市民不公
愛護香港力量秘書長李家家表示，
立法會議員應為市民做事，但現時反
對派議員不時缺席會議及拉布，並非
為民生設想，「佢哋破壞議會秩序，
玩失蹤、拉布，但又照出糧，對市民
公平咩？」她又指，身為立法會議員
應有責任感，即使對政策有不滿，應
以耐心及和平理性的態度討論，而非
輸打贏要，「唔滿意就擲嘢」，直斥
他們的行為不配為議員。
李家家又說，希望透過街站的宣
傳，讓市民明白反對派議員在議會的
惡行，並提醒市民「有票在手」，有

權監察議員的一舉一動。

江女士：「為嘈而嘈」如流氓
蔡先生表示，在反對派議員拉布

下，今年財政預算案的撥款延遲獲
批，令多項民生及政府項目延遲展
開，社會變得「亂七八糟」。他認為
議員應以和平理性態度審議撥款，不
應「係又反，唔係又反」。
江女士認為，反對派「為嘈而

嘈」，儼如流氓，令一向和平的香
港滿城風雨。已有心水立法會人選
的她透露，會投票予較踏實的政
黨。
從事工程行業的林先生稱，拉布令

工程項目無了期延誤，影響生計。他
又指，以往興建地鐵時也有反對聲
音，但現時人們對鐵路的需求極高，
議員應把目光放遠，而非只在議會上
拖慢工程進度，他又希望新一屆立法
會能換上更和平的議員。

黃伯：悔投反對派
曾投票予反對派議員的黃伯指，自

己眼見他們「為拉布而拉布」，延誤
工程撥款，浪費大量資源，十分後悔

曾支持他們，故近年已不再投票予他
們。他又強調，未來立法會選舉會投
票給真心愛護香港的人。
陳女士則批評，反對派議員不但拉

布，更盲目反對個人遊旅客，使內地
旅客不欲來港，影響本港經濟發展。
她提及早前回鄉，不少內地朋友指在
香港不受尊重，而選擇到外國消費，
導致香港人流減少，零售業生意慘
淡。她表明會在立法會選舉投票予較
和平理性的議員。

「愛港力」街頭蒐簽名
市民鬧爆「拉布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議員於立法會

拉布已成常態，團體愛護香港力量昨日於旺角發起

簽名運動，要求反對派議員停止拉布。團體批評，

反對派議員為個人政治利益拉布，癱瘓政府施政及

阻礙民生工程發展。過去兩年，團體曾於全港多區

擺放街站，共收集逾5萬個簽名，顯示大部分市民對

拉布行為反感。有簽名的市民批評反對派「為拉布

而拉布」，直斥他們浪費納稅人金錢，表明在9月立

法會選舉時會以選票踢走他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主打「第三條路線」的
「民主思路」，計劃在下月2日舉行「香港想像」論
壇。「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劉培榮表示，早前「民主
思路」進行的民調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香港需
要有提倡溫和路線的組織，故他們希望能夠透過溫和、
理性的方式，透過溝通和論壇去收集不同聲音，做到
「先溝通，後倡議」，並刻劃未來的香港願景。
「民主思路」理事黃梓謙續說，「民主思路」主張以

溫和手法去爭取權益，並以尊重香港基本法為底線，在
有關框架下爭取最多的權益。他又指，從「民主思路」
所進行的民調顯示，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香港需要有
提倡溫和路線的組織，「民主思路」希望透過理性溝
通，吸納支持民主的人士，貢獻社會。

「思路」：溫和路線符民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立法
會換屆選舉在即，反對派陣營「拒絕協調、
互鬥搶位」之風愈趨激烈。被視為反對派「票
倉」的社會福利界功能界別方面，社工總公
會、公民黨及「社工復興運動」均曾聲稱會
派員出選，但對協調或「初選機制」則持「拖
字訣」，社總昨日更搶閘高調宣佈，派出社
總會長葉建忠參加9月立法會選舉，並找來現
任社福界議員張國柱撐場，誓爭「頭位」。
不少人為免公佈參選後就要開始計選舉
經費，均對是否參選採取「猶抱琵琶半遮
面」的態度，但社總就於昨日公佈，由會
長葉建忠競逐立法會社會福利界議席。除

葉建忠之外，反對派陣營還有公民黨黨員
兼社總外務副會長曾健超、「社工復興運
動」邵家臻均有意參選。
被問及會否擔心互搶票源，葉建忠稱，上
屆立法會選舉中反對派獲9,000多票，即使三
人平分選票，仍足以獲勝云。至於協調方面，
社總內務副會長張志偉則稱，日前收到「雷
動計劃」發起人戴耀廷的訊息，欲邀約三方
於本月18日商討初選詳情。他說，社總「原
則上」支持參與初選，惟「仍要商討很多細
節」。張國柱也稱，若初選要成事，須處理
很多實務及資源等問題，而社總也要召開特
別會員大會以獲得授權等，絕不容易。

社總搶閘派員選立會

■愛護香港力量昨日於旺角發起簽名運動，要求反對派議
員停止拉布。 文森 攝

■黃伯後悔曾支
持反對派。

文森 攝

■江女士指反對
派「為嘈而嘈」。

文森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