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秀柱下月登陸參加兩岸論壇
「習洪會」細節規劃中 擬謁南京中山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

報道）國台辦新聞發言人安峰山昨

日在發佈會上稱，在兩岸關係新形

勢下，經國共兩黨有關方面協商決

定，今年將共同支持兩岸多個民間

團體，共同主辦「兩岸和平發展論

壇」。據了解，此次論壇將於11

月2日至3日在北京舉行。據台灣

媒體報道，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確定

將會參與論壇，聽取兩岸各界聲

音，由於這是她擔任黨主席以來第

一次前往大陸，因此將專程前往南

京中山陵拜謁。至於各方關注的

「習洪會」，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

胡文琦表示，相關的細節還在規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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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此次論壇將由20個主辦單位共同舉辦，雙方分
別邀集各民間團體共襄盛舉。兩岸論壇是面向各界

開放的討論平台，邀請社會各意見領袖交換意見，搜集
寶貴建議；希望透過這樣的平台，為人民爭取權益，為
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提供建言。

論壇設五組別與議題
兩岸論壇分為五個組別與議題，包含「政治組」的政
治互信與良性互動、「經濟組」的新經濟發展與兩岸合
作、「社會組」的深化兩岸民眾交流、「文化組」的文
化傳承與創新，以及「青年組」的探索新願景與開創新
前途。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昨日發新聞稿表示，兩岸
經貿文化論壇自舉辦以來，發揮重要作用，累積許多成

果。由於兩岸政治和平、經濟發展出現變化，兩岸聯繫
溝通機制停擺，所以經由國共兩黨協商後，決定支持民
間團體，搭建溝通平台，將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轉型為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

學者：論壇轉型趨務實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選舉研究室主任冷波表

示，國共論壇一直以來都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發揮
着積極作用，雖然國民黨目前在野，但不可否認其仍是
島內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尤其在當下民進黨拒不承認
「九二共識」核心內涵、兩岸溝通協商機制停擺的敏感
時期，國民黨的作用變得更加凸顯，其在兩岸關係中的
角色定位，仍然十分重要。
相較於以往的「大會」形式，此次國共論壇轉變為

「五組討論」模式。對此，他認為，「小會」明顯有助
於把握議題，將討論引向更加深入的層次和更加務實的
角度，「如何讓會議開得有效率，也是國共論壇的轉型
內容之一」。
對於國共論壇由「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轉變為「兩
岸和平發展論壇」的名稱改變，他則認為，這與當下
形勢密不可分，「在民進黨不承認 『九二共識』的情
況下，國民黨顯然更能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而
此種和平發展對兩岸人民來講，又是共同翹首期盼
的。」
然而不論名稱如何，他都認為，繼續通過此種論壇形

式，讓國共兩黨得以開展腦力激盪，進而找到繼續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有效方法，包括國民黨在野之後如
何更好地發揮作用，都有着積極意義。

洪登陸回顧
■時間：2015年12月19日至22日

身份：台灣「大選」國民黨前候選人

活動：應海峽兩岸婚姻家庭協會的邀

請，登陸參加該協會舉辦的活動，並出

席昆山媽祖「繞境」等活動，前往京滬

蘇三地。

■時間：2014年6月

身份：國民黨副主席

活動：第六屆海峽論壇大會

■時間：2013年6月

身份：國民黨副主席

活動：隨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大陸

訪問團登陸

■時間：2012年6月

身份：國民黨副主席

活動：第四屆海峽論壇大會（其首次

參加）

整理：記者 朱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國台辦發言人
安峰山昨日在發佈會上應詢表示，要維護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關鍵在於堅持「九二共識」共同政治基礎，而在
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和兩岸關係性質這個根本性問題
上，沒有模糊空間，是一道躲不開的必答題，「兩岸關
係何去何從，選擇對話還是對抗，全在台灣當局領導人
一念之間。」

認清形勢 勿入邪路
發佈會上諸多媒體關注蔡英文「雙十」講話之後的兩

岸關係問題，對此，他指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促進
兩岸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造福兩岸同胞的一條正確道
路，要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關鍵在於堅持「九二共
識」共同政治基礎。他續指，在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和
兩岸關係性質這個根本性問題上，沒有任何模糊的空
間，是一道不管如何花言巧語還是拖延塞責都躲不開的
必答題。對台灣當局領導人近期一系列有關兩岸關係的

講話，他認為，島內有分析說得很有道理，就是她的
「四不一沒有」—「四不」是虛，只是說給不同對象聽
的，但「一沒有」是事實，就是並沒有接受「九二共
識」。
安峰山稱，不同的道路選擇，決定不同的前景，是要

維護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這一政治基礎，
還是推行「兩國論」「一邊一國」的「台獨」分裂主
張？是要繼續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路，還是要重新挑
起兩岸關係緊張、動盪？是要增進兩岸同胞的感情和福
祉，還是要損害同胞的根本利益，切斷兩岸的感情連
接。「這些都是事關兩岸前途和同胞命運的大是大非問
題，必須作出正確的選擇。」他說，「兩岸關係何去何
從，選擇坐下來進行對話，還是選擇對抗，全在台灣當
局領導人一念之間。」
他還表示，實現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

歷史必然。台灣當局不要誤判形勢，誤入「台獨」分裂
邪路。

國台辦：對抗還是對話 蔡當局一念間

■安峰山表示，在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和兩岸關係性質
這個根本性問題上，沒有模糊空間。 中新社

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10
日在「雙十慶典」上的演講
繼續不提「九二共識」，仍
以「尊重會談歷史」一語帶
過。不少學者都對她可能將
兩岸重新引入對抗之路表示
擔憂，島內業者也認為蔡英
文政府提的所謂新南向「只
聞樓梯響」卻緩不濟急。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
院長李維一認為，講話在關
於兩岸關係的關鍵問題上，
仍然是繞圈子、打馬虎眼，
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兩
岸關係發展的基石是「九二
共識」，沒有這個基石，直
接導致兩岸政治互信的喪
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勢
頭和成果遭到嚴重破壞，何
談台當局領導人宣稱的「建
立具一致性、可預測、且可
持續的兩岸關係」？無法確
保這三個承諾，「維持現
狀」自然破功。

所謂「善意」自欺欺人
全國台灣研究會常務副秘

書長楊幽燕表示，蔡英文這

一講話中有關兩岸關係的內
容，「『善意』掛在嘴邊，
卻是自說自話，讓人無感。
就像一個肥皂泡，看上去五
顏六色，吹得很大，但實際
上什麼都沒有。」

台北大學政治經濟研究
中心主任鄭又平指出，蔡英
文自詡所謂「善意」，但不
難發現，其用意是將兩岸
事務「去前提化」、「國
際化」，通過不承認「九
二共識」又不否認「九二
會談」，企圖把兩岸事務
擺上國際舞台，製造「一
邊一國」。中國統一聯盟
主席戚嘉林表示，民進黨
當局兩岸政策的伎倆是表
面上大談所謂「善意」，
實則為「柔性台獨」爭取
時間，在台灣內部加快推
進「去中國化」。

台灣旅行公會全聯會發
言人李奇岳直言，蔡英文
的演說相較於「5·20 就職
談話」並沒有太大出入，
短時間內對於觀光僵局恐
怕難有任何突破，大陸方
面恐怕也仍難接受。不承
認「九二共識」導致陸客
赴台銳減，新南向「只聞
樓 梯 響 」 卻 緩 不 濟 急 ，
「不是叫東南亞旅客來台
灣玩，他們就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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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台灣癌症希望基金會與陝西省腫瘤醫
院近日在陝西西安正式達成合作，雙方將
於西安共同設立「患者服務中心」，以期
「為癌症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務」。據悉，
此次合作也是台灣癌症希望基金會在大陸
給予指導支持的第一家腫瘤患者服務中
心，未來雙方還有望在多個方面展開合
作。台灣癌症希望基金會執行長蘇連瓔、
陝西省腫瘤醫院院長宋張駿等當日亦共同
為「Hope＆陝西省腫瘤醫院聯盟」及「患
者服務中心」揭牌。
據悉，台灣癌症希望基金會成立於2002

年，是目前台灣癌症公益組織中服務範疇
最廣(全癌症)，專業專職人力投入最多，其
服務據點包括台北、台中及高雄三個中
心。成立十五來，該基金會協助超過30萬
個癌友家庭維護罹癌期間生活質量，並提
供全人、全家、全程優質服務，同時於全

台65家醫院推動設立癌症資源中心。此
次，該基金會以台灣癌友服務經驗為範
本，與陝西腫瘤醫院合作，在大陸設置首
家腫瘤患者服務中心。

台基金會聯手陝醫院服務癌患

■台陝兩地醫療工作者合影。記者李陽波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聯合
報》發行人王效蘭近日在法國巴黎家中被劫走
價值約20萬歐元的珠寶。
75歲億萬富豪王效蘭也是法國時尚品牌浪凡

（Lanvin）的主要股東和總裁，目前住在巴黎
時髦的第16區。法新社報道，警方消息人士
說，王效蘭是本月4日在家午睡時被歹徒洗
劫，王效蘭本人安然無恙。

聯合報發行人王效蘭
巴黎家中遇劫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由香江文化
交流基金會舉辦的香江論壇，昨日下午在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舉辦，台灣10所高校的校長連袂
出席，分享各自學校的特色，希望吸引香港學
生前往升學。
當天論壇以「台灣高等教育的創新轉型與發

展」為主題，邀請台灣10所公立與私立、職技
與綜合大學的校長擔任主講嘉賓，向在場約一
百名出席的中學生介紹學校的學科專長與課程
特色。

港生就業存優勢
台灣海洋大學校長張清風說，台灣是一個海

島，航運、食品、物流與觀光旅遊都是重要產
業，而香港的海港優勢與台灣很相似，在台灣
所學的可以應用到香港，這對香港學生的就業
是一個優勢。
台北科技大學校長姚立德稱，台灣上市公司

的董事長或總經理中，有超過一成以上均畢業
自該校，他以「工業推手一世紀，企業搖籃一
百年」稱讚學校重視理論與實務並進，良好貫
徹了技職教育中的務實致用精神。
龍華科技大學校長葛自祥指出，台灣的私立

大學與公立大學一樣，都是非盈利營運；另
外，台灣的高校中若有「科技」二字，並非就
是僅開設工科科目，而是應用性大學，「科
技」只是為了與普通綜合性大學區分。強調產
學結合的葛自祥，也帶來了該校學生研發的產
品，有隨粘隨卸的貼紙，也有女生護膚產品。
當天還有南華大學及佛光大學這兩所佛學高

校的校長出席論壇，他們向學生澄清，就讀佛
學高校並不需要出家，而是在學校學習生命教
育，讓大家不要產生誤會。佛光大學校長楊朝
祥說，因學生壓力很大，自殘自殺現象常有，
生命教育在台灣十分受重視。
講座之後，也有學生對台灣高校的招生要求

提問，還有學生詢問台灣演藝院校的信息，在
場校長回答，只要有興趣，台灣的學校有多種
渠道申請，不需要入學考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前台灣地
區領導人馬英九辦公室昨日表示，馬英九
預定11月15日訪問馬來西亞，18日返台
後，隨即出發前往美國出席活動。相關出
境申請案已於當天上午由專人送至「總統
府」。
馬英九辦公室指出，馬英九已同意「世
界華人經濟峰會」（WCES）的邀請，預定
11月15日訪問馬來西亞，出席第8屆「世

界經濟華人峰會」，並到馬來西亞南方大
學學院演講，於11月18日返台。
結束馬來西亞行程返回台灣後，馬英九

隨即出發前往美國，應美國聖母大學邀
請，出席於11月20日舉辦的第二屆「亞洲
領袖論壇」，並擔任主講貴賓。
馬英九辦公室表示，結束聖母大學參訪

後，馬英九即轉往芝加哥短暫停留並與僑
胞會晤，預計11月23日清晨返抵台灣。

馬擬11月接連訪大馬美國

台十高校赴港宣傳
盼廣招港生

■■洪秀柱確定洪秀柱確定
將參加將參加「「兩岸兩岸
和平發展論和平發展論
壇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由於兩岸聯繫溝通機制停擺由於兩岸聯繫溝通機制停擺，，經由國共兩黨協商後經由國共兩黨協商後，，決定支持民間團體決定支持民間團體，，搭搭
建溝通平台建溝通平台。。圖為在第十八屆圖為在第十八屆「「海交會海交會」」亮相的亮相的「「台灣精品館台灣精品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