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獲邀ICAO 國台辦促蔡當局反省
不承認「九二共識」影響參與國際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針對近日台灣方面

未獲第39屆國際民航組織大會（ICAO）邀請函，國台辦新聞

發言人馬曉光昨日表示，在這個問題上，台灣方面應該深切地

反省，而不是對大陸橫加指責，甚至用所謂的飛航安全作為藉

口來誤導台灣民眾。有評論稱，堅持不承認「九二共識」會影

響台灣在參與國際事務方面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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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曉光強
調，台

灣方面獲得
國際民航組
織標準和建
議措施及相
關資料的渠
道 是 暢 通
的，這些信
息 是 完 整
的 、 全 面
的。台灣與

世界多個城市通航便利。事實證明，台灣航
空安全與其他地區航空往來，同台灣方面是
否參加國際民航大會沒有關聯。

假藉飛航安全 誤導民眾
「大陸方面始終重視台灣同胞在民航領域
的需要，也將繼續向台灣方面提供相關資
訊。」馬曉光表示，未獲ICAO邀請，台灣
方面應該深切地反省，為什麼三年前能參
與，今年卻不能，而不是對大陸橫加指責、
誤導民意，甚至拿出所謂的台灣飛航安全作
為藉口來誤導台灣民眾。
有評論稱，堅持不承認「九二共識」會影

響台灣在參與國際事務方面的空間。馬曉光
答覆記者提問時說，毫無疑問，「九二共
識」既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政治基
礎，也是雙方建立互信，開展良性互動的重
要基礎。失去這個基礎，雙方的互信和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方方面面的成果必然會受到影
響。
至於美國國會日前有議員聲稱台灣基於飛

航安全需求應參加國際民航組織大會，馬曉
光指出，美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多次
在雙邊場合和國際重大場合作出過承諾，至
於美國個別政治人物的個別言論，不代表美
國政府的態度。

損害台胞利益 「台獨」必敗
針對「520」以來，台灣方面一方面拒不

接受「九二共識」，另一方面一再表示兩岸
交流不應預設前提。馬曉光回應，「九二共
識」及其體現的一個中國原則，是符合兩岸
關係法理與現實的客觀事實，不是人為附加
的前提。這一共識是兩岸雙方通過溝通協
商、求同存異達成的，不是我們單方面強加
給台灣的。雙方打交道，首先要明確彼此關
係的性質。所謂不設前提的要害就是不承認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就是內心不放棄「兩國
論」、「一邊一國」的立場。民進黨當局單
方面破壞兩岸共同政治基礎，實際上是把他
們對共識的否認強加給大陸，這才是為兩岸
交流互動設置前提。
民進黨正在進行建黨30周年慶祝活動，記

者請馬曉光從大陸角度評價對這個政黨的未來
有什麼期望？馬曉光說，眾所周知，民進黨長
期抱持「台獨」黨綱，堅持「一邊一國」的
「台獨」分裂主張，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
治基礎，煽動兩岸對抗，阻撓兩岸交流，導致
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良好勢頭和成
果受到嚴重衝擊和影響，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
受到損害。可以說，民進黨不放棄「台獨」，
就難以在兩岸關係中找到出路，無論是搞激進
式的「台獨」，還是搞所謂漸進、柔性「台
獨」，都是注定要失敗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國務院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昨日
在北京透露，日前來大陸參訪的台
灣8縣市正與有關方面籌劃安排，
年內在大陸舉辦台灣相關縣市農特
產品展銷會暨旅遊推介會，大陸有
關企業也在規劃赴8縣市考察、洽
商採購農產品事宜。

支持「九二共識」大陸積極回應
在當天舉行的國台辦例行新聞發

佈會上，記者多次追問，大陸採取
八方面措施以推動與來訪8縣市的
交流合作，是否意味着對台灣藍、
綠陣營採取差異政策？
對此，馬曉光說，台灣部分縣市

長參訪團前不久來到大陸，表示將
繼續支持「九二共識」，大陸方面
給予了積極回應，提出八項措施，
以進一步推動大陸有關部門及城市

加強與相關縣市的交流合作。
他引述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會

見8個縣市長時的一段談話：我們
推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為兩岸
同胞謀福祉的決心和誠意不會改
變。只要對兩岸關係和縣市交流的
性質有正確認知，願意為增進兩岸
同胞福祉和親情貢獻心力，我們都
持積極態度。
馬曉光強調，縣市交流的關鍵是

要對兩岸關係性質和縣市交流性質
有正確認知。至於這8位縣市長後
來被島內綠營「民代」（民意代
表）指稱「賣台」，馬曉光回應時
提到，8位縣市長已經作了辯駁和
澄清。他說，清者自清，濁者自
濁。那些往別人身上潑髒水的行為
固然反映了這些政治人物的政治本
質，但無法解決台灣民眾關心的切
身利益問題。

國台辦回應熱點
■評價李登輝搞所謂的「憲政改革」：

沉迷在「台獨」迷夢中的那個叫不醒的人，注定了

只能是黃粱一夢。

■針對8位縣市長返台後被綠營「民代」指「賣台」：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那些往別人身上潑髒水的

行為固然反映了這些政治人物的政治本質。

■針對近日台灣方面未獲ICAO邀請函：

台灣方面應該深切地反省，為什麼三年前能參

與，而今年不能。

■對建黨三十周年的民進黨「有何期待」：

民進黨不放棄「台獨」，就難以在兩岸關係中找到

出路。

■評價島內旅遊業者抗議不斷：

民眾實際上已經在用腳來對台灣當局兩岸政策

進行投票。

資料來源：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

陸企擬赴台8縣市採購農產品

昨日迎來30歲生日的
民進黨，正面對一個喜
憂參半的新問題：完全
執政後，一夜之間坐擁
豐盛資源，如何實現雨

露均沾？據台灣媒體報道，短短4個多月，新潮流系、
蘇貞昌系、陳菊系幾乎已將公營事業肥缺瓜分一空，
引發民進黨內派系角力暗流湧動。

新潮流系曾是民進黨內最大派系，如今雖缺少明星
人物，實力仍在。民進黨執政後，新系在「部長」搶
奪戰中出師不利，缺乏斬獲。不過，在新系林錫耀接
掌了「行政院副院長」，並主導公營事業人事案後，
公營事業就成了新系的天下。

據台媒報道，台灣公營事業幾乎所有重要職缺，新系
猶如擺出「流刺網」大小通吃，從最大的台電、中油、
中鋼，到中型的台水、華航，甚至是稱不上公營事業、
僅有官方色彩的「中央社」人事，均是斧鑿斑斑。

「天王」蘇貞昌系和高雄市長陳菊派系，也各有分
潤。蘇系的蔡憲浩出任信用保證基金會董事長；菊系
則仍在攻堅中鋼，只要拿下，就幾乎等於取得近百間

公司。
肥缺落入特定派系口袋，已引發民進黨內不滿。新

系段宜康對「中央社」董事長磨刀霍霍，綠營就有人
批評他「用政治鬥爭取代行政手段」。這樣的批評居
然出自綠營，很難相信是出於為藍營抱不平的正義
感，更多的應是對分贓不均的嫉恨。

有民進黨「立委」指出，原以為公營事業會雨露均
沾，誰知道玩得太難看，已成部分派系禁臠。只是，
誰接董事長都還事小，重要的是，這些公營事業的子
公司、轉投資公司一堆，動輒數十上百家，「被特定
派系一條龍經營，才是可怕的事」。

派系搶大餅吃相難看，對民進黨本就不順的執政不
啻雪上加霜。一位民進黨高層坦言，民進黨全面執
政，有些人並沒有把心力放在落實政策與改革上，反
而戮力於利益鬥爭，甚至是「對執政有不當期待」，
以為執政後，就能大肆搶爭資源、官位，反成拖累民
進黨前進的絆腳石，民進黨若要邁向下一個10年、20
年，還需要派系收斂對利益的盤算。

回顧民進黨30年發展，派系曾經為這個黨增添了所
謂「百家爭鳴」的多元氣象，其合縱連橫、互相競

逐，也是促使民進黨不斷滾動發展的驅動力。但在民
進黨執政後，派系鬥爭與思想、路線之辯日漸疏離，
卻快速向爭權奪利靠攏。

民進黨人士分析，許多新一代的政治人物，着眼在
眼前利益、派系利益，為此明爭暗鬥。這將成未來民
進黨面對島內外政經難題時的一大隱憂。

民進黨發展的另一個趨勢，是縣市長勢力的崛起。
2014年台灣縣市選舉後，民進黨在「六都」中佔了4席、
縣市長佔了8席。地方諸侯擁有大量行政資源，影響力已
超越派系，當地的議員、樁腳不分派系都得靠攏。

利益分配從來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民進黨過去一直
是光腳上街的角色，就算陳水扁當政時，也在「立法
院」和執政縣市是弱勢一方。資源少的時候，還可相
濡以沫共患難，資源太多，反而人人眼紅，更易滋生
矛盾。

打江山易，坐江山難。蔡英文除了要面對兩岸困
局、深綠綁架，還要面對派系和縣市的「吃拿卡
要」，處理起來難免按下葫蘆起了瓢，治絲益棼。難
怪民進黨內有人說，本屆民進黨當局執政的難度將超
過以往任何一屆。

民進黨三十年舊病難改 四個月新愁又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颱風「鮎
魚」肆虐台灣後，災情嚴重。台「農委
會」最新統計，農損估計已激增至逾10億
元（新台幣，下同）；而來自台電的消息
稱，災後復電率雖逾八成五，但目前仍有
逾55萬戶停電。
根據「農委會」統計，截至昨日下午5

時，全台農林漁牧業產物及民間設施估計
損失10億2,893萬元。
風災農損在縣市表現方面，以雲林縣損
失2億1,020萬元（佔20%）最重，緊隨其
後的包括：高雄市損失1億6,510萬元（佔
16%），宜蘭縣損失1億 4,706萬元（佔
14%），台中市損失1億 4,405萬元（佔
14%），台南市損失 7,606 萬元（佔
7%），都較為嚴重。
台「農委會」表示，為加速受災農戶救
助與復建，將預撥救助金縮短撥發期程，
旨在讓受災農民可以及早拿到救助金，辦
理復耕復建工作，以恢復生產。
台電說，截至昨日下午6時，全台累積曾

停電戶數逾396萬戶，創歷史次高紀錄。台

電全力積極搶修，目前已修復逾341萬戶，
復電率逾八成五。台電表示，在目前停電
的縣市中，以台中市的13萬餘戶最多，彰
化縣的7萬4,000餘戶、高雄市5萬8,000餘
戶、雲林縣5萬6,000餘戶次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江蘇報
道）1977年出生於台北的柯鑫，15歲
去新西蘭唸書，並在新西蘭取得平面設
計與室內設計雙學士學位，現已是南京
捷飛國際教育事業集團副總園長、總經
理特助。轉型為幼兒教育專家的柯鑫不
喜歡暢想未來，而更願意務實，他認
為，「未來就是現在，把現在的事情做
好是最重要的，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取
決於你現在做什麼。」
2002年，柯鑫的父親柯威與南京市

建鄴區婦聯合作，在南京創辦了第一
家台資直營南苑雙語幼兒園，迄今在
南京已開辦了6家直營雙語幼兒園。
當柯鑫唯一的哥哥明確表示自己專注
於金融，不碰家族企業後，柯鑫就意
識到，傳承家族企業的重任只能由自
己來承擔。

以童為本 不急於擴張
2009年，柯鑫來到南京，為父親

「打雜」。父親將在南京開辦的幼兒園
悉數交給他管理。柯鑫說自己是「幹一
行愛一行」。他說：「教育行業不比餐
飲等其他行業，因為要對孩子負責，如

果單純授權一個品牌，或者授權一個模式出去，
在管理上會有許多漏洞。」他強調，「我父親不
求做大，但求對得起自己，如果一味放開加盟，
把幼兒園變成商業化的機構，同時又不能對其負
責，是他最不願看到的。」因此，柯鑫將所有的
精力用於扎實做好現有的直營幼兒園，而不是急
於擴張規模盈利。
目前，南京捷飛國際教育事業集團在南京的
6家幼兒園，入園幼兒有2,400人。柯鑫說，自
己辦園的核心是「以孩子為本」。他具體解釋
道：「比如，暑期裝修的一個幼兒園，任何拐
角處都不能有尖角，這是為了幼兒能夠在最安
全的環境下去遊戲、去學習。」
在幼兒園的管理上，除了柯鑫與父親，「沒有
其他台幹，從園長到老師，全都是本地人。」柯
鑫說，自己剛來南京，對幼教「是門外漢，從零
學起，邊做邊看，邊看邊體會、邊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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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虐台 農損逾十億

亞銀調低台今年經濟增長至0.9%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亞

洲開發銀行（下稱「亞銀」）27日出
爐的亞洲經濟展望報告顯示，台灣今
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從1.6%調降至
0.9%，明年則從1.8%下調至1.5%。
據台媒綜合亞銀報告指出，由於

台灣上半年投資活動降溫，即使下
半年台灣當局擴大支出、科技和航

空業加碼投資也難以彌補。
亞銀表示，台灣上半年外銷訂單

持續減少，代表出口持續疲軟，在
汽車舊換新措施成效漸弱的情況
下，民間消費的增長動能可能會陷
入停滯，這些發展不利台灣經濟增
長。因此，今明兩年的台灣經濟增
長預測都遭明顯下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第十四次海外統促
會會長會議昨日在北京召開。來自8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0餘位海外統促
會負責人及有關人士與會。中共中央
統戰部副部長、中國統促會秘書長林
智敏出席會議並講話。
會議回顧了台港澳和海外各統促

會過去一年的主要工作，着重探討
了新形勢下推動全球反「獨」促統
運動深入發展的思路和舉措。

會議指出，因應兩岸形勢的發展
變化，海外統促會要充分發揮自身
優勢和作用，廣泛團結台灣同胞、
增進更多認同，堅決反對分裂、維
護中國主權，廣交深交朋友、爭取
國際支持，加強自身建設、壯大反
「獨」促統力量，始終保持反
「獨」促統運動活躍態勢，努力維
護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推
進祖國和平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作出積極貢獻。

中國統促會籲全球反「獨」

■未獲邀ICAO，馬曉光表示，
台方應深切反省。 中新社

■■事實證明事實證明，，台灣航空安全與其他地區航空往來台灣航空安全與其他地區航空往來，，同台同台
灣方面是否參加國際民航大會沒有關聯灣方面是否參加國際民航大會沒有關聯。。圖為台灣長榮圖為台灣長榮
航空的台北－洛杉磯直航航班航空的台北－洛杉磯直航航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柯鑫展示幼兒園的日常生柯鑫展示幼兒園的日常生
活照片活照片。。 記者陳旻記者陳旻攝攝

■■苗栗縣公館鄉苗栗縣公館鄉
柿子園內滿地落柿子園內滿地落
果果。。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