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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前黨工涉危害國家安全受查 大陸續推對台「國民待遇」

台搞軍備競賽沒出路
國台辦正告：望回到正確軌道

退休警消圍「立法院」
抗議年金改革

台當局為難陸生機關算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

報道）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

回應媒體提問時嚴正指出，台灣

當局如果企圖通過向外國購買武

器，以至於提出一些虛張聲勢的

所謂軍事戰略來為自己的錯誤政

治路線保駕護航，是沒有出路

的。他強調，兩岸關係和台海和

平發展的根本保障是反對和遏制

「台獨」，堅持「九二共識」，

希望台灣方面能夠回到這一正確

的軌道上來。

台灣近期軍事動作
2月5日

台灣軍方將「愛國者-3」導彈移防進

駐中央山脈以東的花蓮縣和台東縣，

據稱是為了防範解放軍東風系列導

彈。

3月21日

台灣啟動「潛艦自造」聲稱8年內可

以下水，10年內可以成軍。

3月22日

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在台北市美

國商會謝年飯晚宴上聲稱，美國一直

是台灣最大的支持力量，也是「台海

穩定」的重要支柱。她還稱，長期以

來，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承諾及持續對

台軍售，是台海兩岸能夠「維持現

狀」的關鍵因素之一。

資料來源：綜合聯合報、鳳凰網及中央社

20172017年年33月月3030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中央社報
道，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在北
京證實，台灣居民李明哲因「涉嫌從事
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已接受有關部門
調查，目前身體狀況良好。
當被問及李明哲哪些具體的行為危害
國家安全時，馬曉光回答說，「哪些方
面屬於危害國家安全活動，我們的法律
法規上都有明確的列舉，我不是法律專
家，如果有興趣你可以查一下。」
對李明哲事件在台灣引起的討論，馬
曉光指出，首先要澄清，來大陸從事正
常活動的台灣同胞，他們的合法權益都
有保障。大陸依法治國，不會對台灣同
胞隨意地採取人身限制措施，這點請台
灣同胞放心，來大陸，他們的基本權益
有充分保障。
據台媒報道，李明哲是民進黨前黨

工。有關李明哲的案子，台灣陸委會對
此表示，在國台辦昨日上午舉行記者會
前，陸委會並未收到陸方正式通報。此
前台灣的媒體報道稱，李明哲是入境澳
門後失聯，李妻李凈瑜在3月28日告訴
媒體說，從台當局得到的間接消息證
實，李明哲被大陸安全單位拘留。她說，
李明哲患有高血壓，沒有備用藥品，身體
健康會有危險，因此決定委託海峽交流基
金會，向大陸有關部門轉交藥物與新台幣
3萬元（約合港幣7,700元）。
台灣「法務部長」邱太三昨日獲悉相關

消息後表示，會根據這項資訊，請「國際
及兩岸事務司」發函給公安部，了解拘留
地點與目前狀況，提供法律協助。

綠營叫囂「不惜代價促放人」
民進黨團昨日召開記者會，叫囂「不

惜任何代價，要大陸放人」，並聲稱要
求大陸不要把李明哲當政治事件犧牲
品，不能因台灣發生「共諜事件」，隨
便安罪名、找藉口就逮捕李明哲。
台灣政治評論人士楊憲宏對傳媒表

示，李明哲被拘留可能是中國大陸為了
報復近期台灣「逮捕共諜」。
據悉，今年3月10日，一名來自遼寧省
本溪市的大陸學生周泓旭，被台北地方法
院聲請羈押，北院開庭後裁定周泓旭羈押
禁見。台當局稱周涉嫌收集台灣機密情
報，違反台灣的「國家安全法」。
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對台當局的

做法表示不滿，稱「台灣有關部門純屬
蓄意捏造，製造事端。」並指責在「台
獨」勢力大肆渲染「大陸在台情報滲透
嚴重」之際發生此事，「背後動機令人
狐疑」。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台辦
發言人馬曉光昨日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應詢
表示，有關部門正在修訂外商投資產業目
錄，進一步放寬准入，並在標準許可、投資
認定、採購准入等方面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
仁。這些政策都完全地、毫無保留地適用於
台商和台資企業。
針對有記者問及大陸方面推動兩岸經濟合

作的政策規劃，馬曉光介紹說，去年大陸重
新修訂了《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改革了
管理體制，對台資企業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
加負面清單的管理。

設置平台予政策支持
馬曉光在應詢中還指出，國台辦為台灣同胞來

大陸就業創業已設立了53個平台，很多地方也出
台了各種各樣的支持政策，涉及到創業資金扶
持、輔導培訓、經營場地使用等諸多方面。
馬曉光還進一步證實，大陸有關部門正抓

緊研究出台便利台灣同胞包括台灣青年來大
陸就學、就業、工作、生活的措施，這些措
施在年內會陸續公佈實施。
據分析，這些措施最快會在今年6月在廈

門舉行的「海峽論壇」時公佈實施。「海峽
論壇」是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牽頭商務
部等10多個部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辦，以促進民間經貿交流為主旨，也是大陸
發佈惠台經濟政策的一個慣用平台。
今年是「海峽論壇」第九屆，正值兩岸政
治對立加深之際。今年農曆年前，北京召開
的2017年對台工作會議上，俞正聲指出，
「2017年兩岸關係和台海局勢更加複雜嚴
峻」，因此，適時推出給台灣民眾「國民待
遇」的相關措施，是緊密結合國際國內形
勢，特別是中國大陸、台灣、美國、日本各
方關係的可能演變做出的判斷。這意味着，
今年大陸對台工作會密切關注形勢的變化，
並可能採取相應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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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蔡對大陸釋出善意太少

針對
在台大
陸學生
納 入
「 健
保」一

事，島內藍綠政黨近日又一次在「立法
院」協商破局。民進黨雖同意讓陸生納
保，但堅持陸生應交比商業險還貴好幾倍
的全額保費。國民黨批評，民進黨玩的是
「權謀式的假善意」。
台「立法院」近日針對「陸生納保條

例」進行協商，藍綠爭論1個半小時未有
共識。國民黨「立委」要求修正「兩岸人
民關係條例」，把陸生來台「停留」改成
「居留」，如此則依照相關規定，台當局
應補貼陸生四成「健保」保費。
國民黨「立委」王育敏批評，民進黨當

局對陸生不友善，卻假裝釋放「善意」，
讓陸生納入健保，又要陸生全額負擔，結
果陸生要繳的錢比商業保險還要貴，民進
黨為何「心胸氣度這麼小」？

赴台求學路波折
2010年，台當局開放大陸學生赴台，
與之相伴的是充滿歧視的「三限六不」
政策。這一政策由當時在野的民進黨強

力推出，其中一「不」就是「不納入健
保」。
台灣引以為傲的社會醫療保險「健保」

制度，覆蓋全部台灣居民，也適用於在台
就讀的外籍生和港澳生，卻唯獨把大陸學
生排除在外。過去幾年，陸生在台灣讀書
不能打工，不能當助教，除了「啃老」之
外別無收入來源。台灣醫療費用頗高，陸
生如果不買商業險，就真的是「生不起
病」了。
民進黨上台後，可能也考慮到要有個

「當家」的樣子，態度為之丕變。台當局
領導人蔡英文表示「基於人道考量及人權
價值」，應把陸生納入健保。不過，她這
話還有更重要的後半段，就是陸生必須繳
納全額保費。如此一來，陸生若加入「健
保」，則每月要繳納1,249元（新台幣，
下同）（約合港幣321元）保費，而買商
業保險每月只要 300-500 元（約合港幣
77-128元）。這又是哪門子的「善意」
呢？
在台就讀的外籍和港澳學生，目前需繳

納六成「健保」保費，即每月749元（約
合港幣192元），其餘四成由台當局補
貼。但民進黨推出的新法案，為了顯示對
陸生和外籍生「一視同仁」，乾脆一刀
切，連外籍生和港澳生也不補貼了，今後

一律繳交全額保費。
民進黨當局的算盤打得很響亮。一方

面，將陸生納保打着「人權、人道」旗
號，可對外顯示自己不負「民主進步」之
名，又可標榜對大陸有「善意」；另一方
面，全額收取保費可保證淨賺不賠，因為
年輕學生們身體好，根據過去的統計，外
籍和港澳生看病僅用掉保費的53%。
據台教育部門統計，大陸學生赴台就讀

者約9,000人，全額自費繳交保費預估每
年可為「健保」帶來1.35億元（約合港幣
3,500萬元）收入。島內輿論調侃，台當局
這是效仿大陸首富王健林，「先賺個一億
（約合港幣2,600萬元）再說。」
而若外籍生和港澳生也全額繳納「健

保」，根據2015年的納保數據，在台就讀
的港澳學生約1.8萬人、外籍生1.2萬人，
合計3萬餘人，取消的四成補貼，也帶來
近1.7億元（約合港幣4,400萬元）的收
入。
「名利雙收」之餘，民進黨此舉還有一
層圖謀。民進黨「立委」對外放話說，大
陸學生在台灣又不交稅，全額繳納「健
保」保費是理所應當。這種似是而非的論
調，跟民進黨一直操弄的「本土意識」、
「台灣優先」一脈相承，說到了綠營人士
的心坎裡。

狡獪伎倆失人才
實際上，大陸學生在台繳納高額學雜

費，經濟貢獻遠比「交稅」大。更何況，
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給「不交稅」的
留學生諸多優厚條件，如同馬英九日前演
講時所說，他以前在美國留學時沒交過
稅，全世界招收學生都要給優惠政策，所
以台當局「這次開倒車的政策是錯誤
的」，「非常不智」。
可惜馬英九說的這個道理，不是事事強

調「台灣優先」的所謂「本土主義者」所
能理解。當一些國際觀不足的台灣學生紛
紛附和「不交稅就該全額納保」之時，在
台陸生和部分台生之間就多了一道看不見
的裂痕，而民進黨苦心催育的「天然獨」
思想，又多長了若干條根鬚。憑一個口惠
而實不至的假動作，民進黨一石打多鳥，
政治算計不可謂不深。
但是，民進黨的小算盤，卻是以台灣的大

損失為代價。對遠道而來的學生雁過拔毛，
賺的是小錢，卻讓本就生源不足的台灣高校
更加招不到學生，損失的是大錢；操弄「本
土」意識，收穫了年輕選票，卻縮限了台灣
學生的格局、視野和氣魄；全世界都在努力
吸引人才，民進黨卻用種種狡獪伎倆將人才
拒之門外，受損的是台灣整體競爭力。

近期，台灣當局在軍備上動作頻頻，
極不安分。當天新聞發佈會上，有

記者提問，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日前
在一個公開場合說希望和美國建立升級
版的策略夥伴關係，並且她還說對台軍
售是台海穩定的重要支柱。
馬曉光嚴正指出，我們堅決反對台灣
與我建交國開展任何形式的軍事往來和
官方交往，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他續
指，隨着兩岸綜合實力差距的越拉越
大，台灣當局如果企圖通過向外國購買
武器，發展進攻性的武器，以至於提出
一些虛張聲勢的所謂軍事戰略來為自己
的錯誤政治路線保駕護航，這是沒有出
路的，「和大陸搞軍備競賽，只能損害
台灣同胞的福祉和利益」。

兩岸對抗於台無益
馬曉光並強調，兩岸關係和台海和平
發展的根本保障是反對和遏制「台

獨」，堅持「九二共識」，所以我們希
望台灣方面能夠回到這一正確的軌道上
來。
馬曉光警告說，台當局通過發展一些

進攻性的武器來為自己的錯誤政治路線
保駕護航，只能升高兩岸的緊張，拉開
兩岸的對抗，對台灣經濟發展和社會民
生沒有任何益處。

「小動作」越多反彈力度越大
最近，日本總務副大臣赤間二郎訪問

台灣，打破了45年的禁忌。對於日本近
期一系列的涉台動作，馬曉光表示，台
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絕不允許
挑戰。日本現職副大臣訪台嚴重違背中
日四個政治文件的精神，我們對此堅決
反對。
馬曉光並強調，台灣當局拒不承

認「九二共識」，又企圖在涉外領
域挑戰一個中國格局，這樣的「小
動作」越多，遭到的反彈力度會越
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旺報》報道，兩岸政
策協會昨日公佈最新兩岸與時事議題民調。
調查顯示，有42.5%民眾滿意總統蔡英文執
政表現，54%民眾不滿意。其中，兩岸政策
議題方面，近七成（69%）民眾贊成蔡英文
兩岸政策做法；74.0%民眾也對蔡英文「維
持現狀」表示認同；近四成（38.1%）民眾
則認為蔡英文釋出的善意太少。

就蔡英文向大陸釋出善意的程度，調查指
出，認為剛好的民眾有43.3%，認為太少的
民眾則有38.1%，僅有8.5%受訪者認為太
多。
該調查為兩岸政策協會委託大社會調查中

心執行，於本月27日至28日晚間進行電話
訪問，成功訪問1,086人，在95%信心水準
下，收樣誤差為正負2.97%。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嚴正指出，大陸堅決反對台灣開展任何形式的軍事往來和官
方交往，並希望台灣方面能夠回到堅持「九二共識」的正確軌道。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約千名退
休軍公教警消人員昨日到「立法院」外抗議
年金改革，此前已在「立法院」外抗議的退
休軍官也號召百人加入抗議。其間有人闖入
「立法院」遭警方擋下，隨後抗議人員佔領
院外街道，並表示得不到滿意回應將夜宿
「總統府」。
為抗議年金改革政策，昨日台灣警消聯

盟、全台教育產業總工會與新北市退休警察
人員協會等，發起7路遊行，前往「總統官
邸」、「行政院」、 「立法院」、「考試
院」、「監察院」和「內政部」抗議。
另外，宣佈參選國民黨主席的國民黨副主

席郝龍斌也現身現場關心。郝龍斌說，國民
黨絕對做退休軍公教警消的後盾，不反對年
金改革，也不反對設下天花板、地板，但最
起碼弱勢軍公教警消基本的生活權要得到確
切的保障。

■■約千名退休軍公教警消人員昨日在約千名退休軍公教警消人員昨日在「「立立
法院法院」」外抗議年金改革外抗議年金改革。。 中央社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