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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聲：「台獨」是兩岸和平最大禍害
對兩岸深化融合發展提五點意見 反對一切形形色色分裂行徑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九屆海峽論壇

昨日在福建廈門隆重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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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正聲在致辭中受習近平總書記委託，向第

九屆海峽論壇的舉辦表示熱烈祝賀，向與會兩岸同胞特別是台灣鄉親表示

誠摯問候。俞正聲還圍繞「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發展」的論壇主題闡

述了五點意見，指出「台獨」是台海和平穩定與兩岸同胞根本利益的最大

威脅和禍害。

俞正聲指出，去年以來，儘管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遭遇嚴重衝擊，面臨新的風

險和挑戰，但兩岸交流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
點上。我們推進兩岸民間交流合作、深化兩
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造福兩岸同胞的決心
和態度沒有改變。我們已經相繼出台了20
多項政策措施，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生
活、工作創造更好條件。

堅持「九二共識」厚植共同利益
俞正聲圍繞「擴大民間交流、深化融合
發展」的論壇主題闡述了五點意見。第一，
深化融合發展，需要秉持「兩岸一家親」理
念，共同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兩岸同胞
要從「兩岸一家親」理念出發，加強交往、
增進了解，逐漸化解心結，更好促進融合發
展，共同開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前
景。第二，深化融合發展，需要進一步提升
兩岸經濟合作水平，厚植兩岸共同利益。我
們願意首先同廣大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
遇，努力擴大兩岸經濟合作的社會效益，增
加兩岸同胞的受益面和獲得感。第三，深化
融合發展，需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增強兩
岸同胞的精神紐帶。兩岸同胞要增強中華文
化自信、中華民族自信，闡發中華文化時代
內涵，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的
精神支撐。第四，深化融合發展，需要充分

發揮兩岸同胞的創造力，進一步增強融合發
展動力。希望更多兩岸同胞參與兩岸交流，
不斷創新交流形式，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注
入源源不斷的動力。第五，深化融合發展，
需要兩岸同胞攜手克服困難、排除干擾。堅
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政治基
礎，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深化兩岸融
合發展的必然要求。「台獨」是台海和平穩
定與兩岸同胞根本利益的最大威脅和禍害。
兩岸同胞要堅決反對一切形形色色的分裂國
家、損害民族根本利益的行徑，維護好兩岸
共同家園。
俞正聲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

兩岸同胞前途命運息息相關，需要一代又一
代中華兒女持續奮鬥。兩岸同胞要接過歷史
的接力棒，堅定維護一個中國原則，深化兩
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
程，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
貢獻力量。
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等在發言中表

示，作為一個中國人，中華文化是我們的
根，兩岸和平與合作是現階段必須追尋的目
標。不會忘記近代中國的苦難以及復興中華
的理想，祈願中華民族永遠屹立。
在廈門期間，俞正聲還考察了聯芯集成電路

製造（廈門）有限公司、廈門銀行、正航軟件
有限公司等企業，並召開了在閩台商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蔣煌基
廈門報道）俞正聲昨日在第九屆海峽論壇開
幕式上的講話引起各界關注。兩岸專家認
為，俞正聲主席的講話透露大陸在兩岸關係
新形勢下對台政策的新主張，從中華民族的
高度提出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系統政
策。同時，也重申優先給予台胞享受大陸發
展機遇的政策不變，給台胞堅定信心，並對
台喊話，堅持「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政
治基礎。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副所長張冠華研
究員認為，俞正聲今次正式就兩岸經濟社會
融合發展作了更加系統的闡述，提出五點意
見，內容進一步豐富，層次進一步提高，放
在中華民族振興的高度來闡述，可以說是在
兩岸關係新形勢下，從大陸方面提出的促進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一個新的理念。

陳：「反分裂」道出台胞心裡話
張冠華指，俞正聲主席的講話有一些重
要的提法值得關注，如提到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與兩岸同胞前途命運息息相關、「兩
岸一家親」等角度推進兩岸經濟社會融合。

同時，俞正聲也給台胞堅定信心，大陸願意
首先同廣大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努
力擴大兩岸經濟合作的社會效益，增加兩岸
同胞的受益面和獲得感的承諾不變。
台灣競爭力論壇理事長龐建國認為，俞正

聲提到了「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希望能夠
深化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共同建立兩岸
命運共同體，這是海峽兩岸大的發展趨勢，
不是任何其他想法或者動作能夠撼搖的。此
外，由於今年兩岸局勢不同，特別是今年的
「5．20」蔡英文沒有回答她「未完成的問
卷」，而是用所謂的「三新」來回答，令兩
岸情勢更加雪上加霜。海峽論壇在往年都會
發佈大量惠台政策，而今年沒有，可見大陸
在立場和做法上要讓台灣知道，如果兩岸關
係不好，台灣恐怕很難走得出去的。龐建國
指，儘管兩岸官方停擺，但大陸會持續加大
民間交往的力度。
台灣海峽兩岸企業交流聯盟理事長、台

灣孫文學校北院院長陳定芃認為，俞正聲的
講話透露出對兩岸和平統一、不要分裂的期
待，這也是很多台胞的期待，說到心裡去
了。

專家：俞正聲講話透露對台政策新主張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何德花 廈門報
道）「千年暗室，一燈即明」。昨日上
午，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在廈門出席第
九屆海峽論壇大會時，感性地引用這句佛
經來比喻兩岸民間交流給她帶來的希望。
她表示，兩岸目前看似晦暗，但只要我們
為和平點燃心燈，堅毅力行，相信一燈引
千燈，燈燈相映，必能破除黑暗，讓兩岸
的未來重現光明。洪秀柱坦言，自己即將
卸任國民黨主席職務，但作為國民黨終身
黨員，一生對理念對黨國奮鬥的心永不放
棄。她期盼兩岸攜手，在和平之光的引領
下，兩岸終歸一家人。
洪秀柱稱讚海峽論壇是兩岸最重要、

最具代表性的民間交流盛會。她坦言，
當前兩岸官方往來中斷，在海峽論壇上
卻能感受兩岸人民對促進交流的活力與
熱度，令人欣慰，也彷彿在迷霧中看到
了希望。
洪秀柱剖析兩岸關係時指，雖然一甲子

前的國共內戰造成兩岸彼此仇視對立，但
滄海桑田、物換星移，上一代的仇恨早已
煙消雲散。大陸的快速崛起與進步，兩岸
已在物質生活上沒有差異，大陸在物聯
網、高鐵等方面超越了台灣。多年來的交
流與密切往來，彼此之間理應愈走愈近、
愈走愈親。但遺憾的是，近年來兩岸心靈
之間的距離更加遙遠，兩岸青年之間存在
新的隔閡和不解。她認為，過去兩岸曾經
付出慘痛的代價，決不能讓下一代重蹈覆
轍，她帶領的國民黨就是要苦心呼籲積極
宣揚，期望喚醒更多的民眾，為國民黨的
兩岸政策，指引一條正確的道路，並且為

兩岸的和平工程立下一塊礎石。

提「和平政綱」 堅定反「台獨」
洪秀柱說，儘管國民黨面臨險峻挑戰，

但中國國民黨更關切的不只是本黨所遭逢
的困境，而是台灣迷失所可能產生的危
機，以及從認同錯亂所衍生未來走向的混
亂與擺盪。「坦白說，兩岸問題不解決，
對大陸的發展影響也許沒那麼大，可是對
台灣的影響卻極為深遠。」她再次重申，
國民黨努力通過的「和平政綱」，堅定了
反對「台獨」的理念，提出深化「九二共
識」，就是希望徹底解決一九九二年未能
解決的問題，讓兩岸在彼此的政治定位問
題上，達成根本的共識。洪秀柱認為，唯
有如此，兩岸才能跨越敵對，放下武力相
向，走向真正的和平。
「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

中」，洪秀柱引用宋代詩人鄭思肖的詩
句，指出現實總是未必盡如人意，但逆境

才能錘煉出鋼鐵的意志。她飽含深情地
說：「很快秀柱將卸下職務，相信國民黨
繼任者的智慧，以及對台灣未來和兩岸發
展的使命感，很快就會了解這一條和平之
路才是解除兩岸困境的最好途徑。」她衷
心祝福新的接棒者，也期待更多有志者在
這條道路上一起並肩同行、精進不懈。
洪秀柱最後強調，中國是個重視文化血

脈，不能忘本的民族。「血緣是無法割裂
的，我們生在台灣、長在台灣，一生都在
台灣奮鬥。『父母埋骨處，就是家鄉』我
們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我
們不會忘記近代中國的苦難，以及復興中
華的理想。」
「相信兩岸的中國人，都會攜手昂首闊

步，一起為世界樹立新的典範與驕傲。」
洪秀柱期盼有朝一日，在和平之光的引領
下，兩岸終歸一家，「祈願中華民族永遠
屹立，21世紀必將是兩岸和平實現的新世
紀！」

洪秀柱：為和平點心燈 兩岸終歸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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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昨日上午，北京中關村鼎好大廈招
聘大廳裡人頭攢動，由北京市台辦
指導，北京台資企業協會海淀分
會、海淀區中關村人才市場等聯合
承辦的首屆「在京台生就業實習推
介會」正在這裡舉行。50餘家兩
岸知名企業與會，提供了超過400
個實習崗位和約600個就業崗位，
吸引了300多名在京就讀台生與會
諮詢。
據主辦方介紹，參會企業包括

京東方集團、用友軟件、東華軟
件、統一集團、寶島眼鏡集團、威
盛集團、英業達集團、富邦華一銀
行、國泰金控集團、呷哺呷哺、君太百貨
等。與會台生多為應屆畢業生，來自北京大
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近40所高
校，覆蓋金融、電子科技、軟件工程、建築
等專業。
北京智裝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施心木作

為企業代表上台致辭。他說，這次推介會為
招聘雙方提供了很好的信息溝通渠道。台生
有機會在這裡更快速、更可靠地找到適合自
己發展的職位，也為企業甄選優秀人才提供
了良好的服務平台。

台生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研究生
林昱瑋說，近年來受大陸廣闊的市場空間與
良好發展前景的吸引，越來越多台灣年輕人
選擇來大陸學習，畢業後留下來生活、工
作，大陸正日益成為廣大台灣青年謀求個人
發展的熱土。「相信以就業實習作為方向，
兩岸青年交流和社會融合將更加密切。」
據統計，北京市目前在校台籍學生有

5,300餘人。北京台資企業協會的最新問卷
調查顯示，受訪台生中八成以上希望留在大
陸工作。

首屆「在京台生就業實習推介會」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
台南市下營區一處養雞場出現雞隻
異常死亡情形，昨天確診為H5N2
亞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為防範疫情
擴散，動保處已於昨天完成撲殺清
場作業，共計撲殺34,072隻。
台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指出，15

日接獲養雞場通報場內異常死亡
後，派員前往進行疫情調查。發現
場內飼養的皇金雞精神沉鬱，有顏
面腫脹等肉眼可視病變。防疫人員
採樣送檢，並開立移動管制，裝設

監視器監控場內動物移動，以防止
疑似案例禽隻運出。
台南市動保處指出，近來禽流

感疫情趨緩，但仍有零星疫情發
生；加上連日豪雨澆灌全台，天
氣濕涼容易使雞隻免疫力下降，
致使禽流感等疫病容易伺機而
動。禽場生物安全防疫仍是最基
本且疏忽不得的，進出場人車管
控及消毒、家禽飼養最好採統進
統出方式等，才能有效降低疾病
發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北地
檢署連日偵辦台灣大型金融機構「永豐金
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永豐金）疑
違法放貸案，認為其董事長何壽川涉嫌重
大，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台北地方法院
昨日裁定收押何壽川等3人。
據介紹，此案源於台檢方接獲檢舉，指

何壽川等人自2009年10月間起，涉嫌以
永豐金租賃股份有限公司的轉投資境外公

司，違法放貸新台幣50餘億元給一家境外
無實際營運的「紙上公司」。台北地檢署
16日發動偵查行動，到何壽川位於台北
市、新北市等相關辦公處所執行搜索，並
傳喚何壽川及證人共23名。
檢察官訊問過後，認定何壽川等3名被
告，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罪嫌重大，
且有串證、滅證及逃亡之虞，因此聲請羈
押禁見。永豐金總經理游國治等3名被告

具保候傳，限制出境出海。永豐金代理董
事長邱正雄昨日緊急召開記者會進行信心
喊話，稱該公司是相當安全的企業。
據悉，永豐金創立至今近70年，公司資

產約1.7萬億元新台幣，為台灣永豐餘集團
旗下多家上市公司之一。自去年11月起，
永豐金已接連被控涉及四項弊案。何壽川的
父親何傳，是台灣商界傳奇人物，開創永豐
餘集團這一具有近百年歷史的商業家族。

台永豐金董事長涉違法放貸被捕

台南傳禽流感 殺逾3萬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全國政協主席俞正
聲出席第九屆海峽論壇聲出席第九屆海峽論壇
大會並致辭大會並致辭。。 中新社中新社

■■洪秀柱在論壇上表示洪秀柱在論壇上表示，，兩岸終歸一兩岸終歸一
家人家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德花 攝攝

■■工作人員在台南爆工作人員在台南爆
發禽流感的養雞場進發禽流感的養雞場進
行消毒行消毒。。 中央社中央社

■■推介會現場推介會現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