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央社報

道，中國國民黨第19次全代會第4次會

議昨日舉行，通過了題為「真誠反省、

勇於改革」的政策綱領案，「探討以和

平協議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可能性」的提

法首度明確寫入該黨政綱。國民黨指，

51.5%受訪者同意和平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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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綱領摘要
■深化「九二共識」，積極探討
以和平協議結束兩岸敵對狀態
可能性

■扮演推動兩岸和平制度化角色

■強化國民黨大陸事務及台商服
務中心

■通過兩岸論壇及各類交流平
台，協助解決兩岸交流所衍生
的各項問題

■支持在台大陸配偶及學生享有
與外籍人士同等權益

來源：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逾十萬台灣
民眾3日大遊行，抗議民進黨當局上台後在年
金改革過程中抹黑「軍公教」群體，製造社會
撕裂與對抗。這是今年民進黨當局上台以來，
島內爆發的首次大規模街頭抗議活動。島內輿
論和專家相關分析均指出，經濟不振加上政治
惡鬥，引發以往很少走上街頭的「軍公教」群
體如此大規模的抗議行動，顯示未來民進黨當
局將面臨「多事之秋」。
島內主要紙媒昨日均在頭版報道「九三」

遊行，並配以相當篇幅的評論和分析。《中國
時報》的文章指出，民進黨當局上台後重點推
動年金改革，看似正義，但魔鬼就藏在細節
中。該報刊登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的
評論指出，民進黨在族群、省籍、統「獨」問
題上搞鬥爭從來不手軟，他們視「軍公教」為
「藍軍」最忠實的支持者，現在借年金問題來
分化「軍公教」和勞工、年輕世代的關係，是
為了有利於該黨未來的選舉。

規模超預期 當局壓力大
「九三」遊行被島內媒體稱為「史上頭一

遭」以軍人、警察、公職人員和教師為主的遊
行抗議。受訪的島內專家均表示，活動規模大
大超過預期，這將使民進黨當局承受很大壓
力。而在可以預期的未來，當局將面臨「多事
之秋」。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推廣兩岸關係研究
中心執行長邵宗海表示，以往退役軍人很少參
加遊行活動，即使參加也是遮遮掩掩，但這次
「軍公教」公開地大規模地走上街頭，確實少
見。
台灣政治大學教授湯紹成認為，當局事先

並未料到會有這麼多人走上街頭，這種壓力對
民進黨當局是很重大的。由於「軍公教」的年
金涉及資金很大，預估當局不會全部讓步。這
樣一來，「軍公教」可能還會繼續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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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退休「軍公教」群體走上街頭表達立場。 資料圖片

該政策綱領在「總論」中指出，由於當局及民進黨至今仍不
放棄「台獨」黨綱，依然不接受「九二共識」，兩岸和平

已經出現重大變數。中國國民黨基於過去的執政經驗，在目前
兩岸關係高度不穩定的情況下，積極扮演台海和平與穩定的角
色，推動有利於台灣人民的兩岸交流與合作。

深化「九二共識」推動兩岸交流
在具體論及兩岸關係的內容中，該政策綱領提出：深化「九
二共識」，積極探討以和平協議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可能性，扮
演推動兩岸和平制度化角色，確保台灣人民福祉；積極推動兩
岸交流，強化國民黨大陸事務及台商服務中心，主動關心在大
陸經商、就業、求學及生活的台灣民眾，替人民爭取權益；通
過兩岸論壇及各類交流平台，協助解決兩岸交流所衍生的各項
問題，支持在台大陸配偶及學生享有與外籍人士同等權益。
在有關經濟、教育和文化議題的內容中，該政綱也提及要深
化兩岸產業合作，擴大兩岸教育交流合作，促進兩岸文化交
流，傳承與發揚中華文化的精髓。
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蔡正元表示，根據國民黨民調，51.5%受
訪民眾同意國民黨的和平政綱，20.2%反對；進一步分析指，國
民黨支持者有超過82.5%同意和平政綱，民進黨支持者也有
34.8%同意和平政綱。
有關「兩岸和平協議」，最早見於2005年4月29日，時任中
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與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北京會談後
共同發佈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提出：「促進正式結
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建構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
的架構，包括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避免兩岸軍事衝突。」
有關於黨產議題，政策綱領指出，黨產問題一直是國民黨背
負的原罪，即使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早已清理，也處置有疑慮部
分，卻仍被有心人士質疑、攻擊。黨產有其歷史意義與背景，
國民黨絕不認同鬥爭式的清算。對於黨產處理，政策綱領提
及，在解決退休人員的退休金與現職人員的年資結算金，以及
辦公處所外，餘額全數捐做公益。

兩岸和平協議 藍首納政綱
探討「結束敵對狀態」獲逾半受訪者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前海基會董事長江丙
坤，於昨天針對將任海基會董事長的田弘茂能否化解
兩岸僵局一事指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是大陸的底線。若能夠解決，相信可完成海基
會董事長的工作。
中國國民黨第19次全國代表大會第4次會議昨天在

陽明山中山樓舉行，針對田弘茂任海峽交流基金會董
事長是否有辦法化解兩岸僵局一事，江丙坤在會前受
訪表示，大陸的立場很堅定，堅持「九二共識」、反
對「台獨」，這是大陸的底線。
江丙坤說，過去他在擔任海基會董事長時，給海峽

兩岸關係協會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到，「我們願意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之下，希望恢復兩岸協商」。而
海協會在8月29日來信時也提到，陸方同意在「九二
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協商。因此「九二共識」是兩岸
恢復協商最重要的事。

江丙坤：化解僵局 唯「九二共識」

■中國國民黨第19次全代會第4次會議昨日於陽明山中山樓舉行。圖為洪秀柱在閉幕儀式後與
青年黨員合唱。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六出席2016年20國集團工商峰會（B20）時表示，建設創新型世界經濟，

開闢增長源泉，「創新是從根本上打開增長之鎖的鑰匙」。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央廣網和鳳凰網等媒體的報道，聯想集團董事

長楊元慶、百度董事長李彥宏、渣打銀行集團首席執行官溫拓思等多位財金界大佬，都不約而同對習主席的講話作出回應，指出

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創新，應該利用技術創新來提升效率。他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亦都充滿信心。

本次G20杭州峰會提出了「構
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

的世界經濟」的主題，其中，創
新被放在首要位置，凸顯了其在
世界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聯想集團董事長楊元慶談及這
一話題時表示，創新和增長是習
近平講話提及的高頻詞，對世界
經濟的發展來說，創新更是一個
不容忽視的「關鍵詞」：「你今
天來看全球的經濟，實際上在
2008年的金融危機發生以後，8年
時間，還沒有真正恢復。所以，
現在其實是到了我們在尋找新的
增長動力的時候，在這裡面技術
的創新，業務模式的創新，毫無
疑問是新的動力之一」。

楊元慶：新業務模式驅動發展
楊元慶解釋，實現創新驅動
發展，不僅要致力於如何充分
利用技術創新來改變人們的生
活和工作方式，來驅動增長，
此外，傳統的製造業也需要隨
之升級以滿足用戶新的需求；
與此同時，創新不僅僅能夠優
化企業的業務模式，還會創造
出新的業務模式，最終實現創
新驅動發展。
「現在很多國家都已經在研
究新的工業製造的標準，像德
國的工業4.0，中國現在提出的
工業製造 2025，毫無疑問會驅
動製造設備的升級，會驅動資
訊技術設施和資訊化應用的升
級換代」。

李彥宏：向世界輸出技術創新
百度董事長李彥宏也表示，
「 經 濟 增 長 的 動 力 來 自 創
新」。在他看來，「我們正站

在新舊技術革命的交界點，上
一次技術革命帶來的增長紅利
不斷減弱，人工智能、新材
料、新能源等為代表的新技術
正處於質變前夜。歷史上數次
技術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我
們應主動擁抱新技術變革，利
用技術創新來提升效率，從而
改善結構和擴大就業」。
李彥宏認為，從技術創新角度

來看，與過去美國「一家獨大」
的局面不同，目前發展中國家在
很多領域都有許多創新成果，包
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開始
認真參考中國的發展模式和中國
式創新。「我們不僅要向世界輸
出最好的中國製造，更要向世界
輸出最好的技術創新。隨着中國
作為全球最大互聯網市場的潛力
不斷釋放，我們有信心向全世界
展現人工智能創新的『中國速
度』」。

溫拓思：華企具創新發展精神
渣打銀行集團首席執行官溫拓

思亦表示，近年來中國企業堅持
創新，積極探索服務業發展，在
中國和全球市場都發揮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以杭州這座城市為
例，正因為有很多創新型企業，
凸顯出巨大的經濟活力和傑出的
創新能力。例如，阿里巴巴已經
成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擁有超
過4億的中國用戶；萬達是中國
最大的商業地產公司及影院運營
商。
他表示，正是看到了這些企業

的創新精神和發展潛力，渣打銀
行從2008年開始在杭州設立分
行，為杭州和華東的企業提供更
加豐富的金融服務。

財金界大佬談創新
聯想集團董事長楊元慶：對世界經濟發展來說，創新是個不容忽視的「關鍵詞」。以信息技
術革命為代表的科技創新，將是未來全球經濟發展「最強有力的催化劑」。

百度董事長李彥宏：經濟增長的動力來自創新。我們應主動擁抱新技術變革，利用技術創
新來提升效率，從而改善結構和擴大就業。我們不僅要向世界輸出最好的中國製造，更要
向世界輸出最好的技術創新。

渣打銀行集團首席執行官溫拓思：近年來中國企業堅持創新，積極探索服務業發展，在中
國和全球市場都發揮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杭州正因為有很多創新型企業，凸顯出巨大的經
濟活力和傑出的創新能力。

B20中小企業發展工作組聯合主席王樹彤：從「看客」到參與者，再到引領者，中國企業
實現創新發展的經驗日漸豐富，也越來越受到世界認可。期待中國企業創新的成功案例和
經驗能借G20杭州峰會這一契機，在更大範圍內推廣。

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G20杭州峰會主題的第一個詞是創新。當前由雲計算、大數據、
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所引領的第四次革命，是以數據為核心的一次綠色
革命。這不僅需要基於新一代技術大數據的融合創新，更需要基於信息化基礎設施的全球
數據流、信息流的互聯互通。

製表：記者 涂若奔

■左起：百度李彥宏、渣打銀行溫拓思、聯想楊元慶。 新華社

財金界：創新推動全球經濟
聚焦G20回應習主席講話 看好中國前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此
次G20杭州峰會吸引到大量外資企業
的高管參與，英中貿易協會總裁傅仲
森（Stephen Phillips）表示，對於考
慮赴華投資的英國企業而言，中國仍
然存在巨大商機，對未來中英貿易持
非常積極和樂觀的態度。俄羅斯聯邦
外貿銀行（VTB）高管尼爾．馬克金
諾也表示，中俄在包括銀行合作領域
在內的多領域合作潛力巨大，G20杭
州峰會的召開將使中俄間的合作前景
變得足够明朗。

「中俄合作本質上有正面影響」
在傅仲森看來，中國經濟仍是拉動

世界經濟的主要引擎，且仍然存在巨
大商機，「不要認為中國是單一的市
場。中國東部和西部的經濟存在很大
差別。東部沿海地區有着像杭州這樣
以電子商務享譽全球的創新之城。同
時『一帶一路』倡議也讓西部省份有
着令人興奮的增長空間」。此外中英
兩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合作還未完全
被發掘，未來的合作潛力非常巨大。
俄羅斯聯邦外貿銀行（VTB）高管
尼爾．馬克金諾亦表示，中國在交
通、基礎設施建設、採礦工業和冶
金、天然氣和石油生產及能源和零售
等方面的貿易服務需求和出口融資需
求一直在顯著增長，「全球市場參與
者都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認為，此
次G20峰會將對包括上述領域在內的
未來中俄雙邊合作產生「本質上的正
面影響」，有望促進中俄雙邊貿易額
上漲和投資領域機會的增多。

國際金融體系不能沒有中國
俄外貿銀行副總裁格爾別爾特．莫

爾斯也表示，一個顯著事實是，當今
沒有中國的參與無法構成真正的國際
金融體系。未來俄外貿銀行希望能通
過發展全球一級市場產品平台和進入
中國本地資本市場，來促進中俄銀行
間互動，服務兩國經濟合作，為中俄
貿易額增長提供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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