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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促民進黨棄「台獨」
「一國兩制」在港取得巨大成功 兩岸和平統一正面啟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今年

是兩岸開展交流30周年。全國政協副

主席、前特首董建華昨日強調，香港回

歸祖國、實行「一國兩制」20年來，取

得了巨大成功，未來也要實踐好「一國

兩制」，為兩岸和平統一提供正面啟

發。他又呼籲台灣的民進黨當局要識時

務，不要做出損害兩岸人民感情和中華

民族大業的事情，停止「台獨」活動。

由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兩岸和平發展聯
合總會和中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會（台灣）

合辦的「兩岸交流30周年紀念大會」，昨日在香
港舉行，主題為「兩岸一家親．共圓中國夢」。
董建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台灣新黨
主席郁慕明，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全國台聯會長汪毅夫，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謝鋒等為大會主禮。

綠營阻撓合作 違背人民意願
董建華致辭時表示，30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的
歷程，充分說明加強交流、促進合作、實現共同
發展已經成為兩岸同胞的共識和期待，兩岸交流
合作、融合發展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祖國統
一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他指，台灣政局近年來發生複雜變化，民進黨
當局拒絕承認「九二共識」，推行「去中國化」
政策，嚴重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
「就在兩岸應該共同紀念交流30周年之際，台灣
當局更限制兩岸人員的往來，採取各種方式，阻
撓兩岸交流合作，煽動兩岸民意的對立，這是違
背人民意願和時代潮流。」
董建華強調，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了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符合兩岸同胞共同心願和利益，是一
條正確的道路，「要鞏固這一條道路，關鍵是要
堅持『九二共識』和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
其核心是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認同大陸和台灣
同屬一個中國。」

堅拒分裂活動 識時務共克難
他呼籲民進黨當局要識時務，不要做出損害兩

岸人民感情和中華民族大業的事情，停止「台
獨」分裂活動，回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軌
道上。他又希望兩岸同胞攜手克服困難，排除干
擾，堅定反對「台獨」分裂活動及損害民族根本
利益的行徑。
對於台灣的未來發展，董建華指大陸的經濟發
展成就舉世矚目、一日千里，今年大陸對世界經
濟增長的貢獻將超過30%，近年更提出「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等倡議，所以，「順應
潮流、搭上大陸發展的順風車，是台灣人民的不
二之選。」
他又指，今年也是香港回歸20周年，20年來

「一國兩制」取得巨大成功，香港保持了資本
主義特色，社會繁榮穩定，經濟平穩發展，同
時在實踐過程中遇到新情況、新問題及新挑
戰。
他呼籲：「我們要致力於落實、踐行好『一國

兩制』， 這不僅是為了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也是為了未來兩岸和平統一提供直接的、正面的
啟發，讓我們團結一心、奮發有為，以『一國兩
制』的成功實踐，為促進祖國的完全統一，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香港
一直扮演兩岸交流的橋樑。特首林鄭月
娥昨日表示，兩岸關係、港台關係和平
穩定發展是廣大民眾的共同期盼，特區
政府將繼續根據香港基本法，及中央政
府處理香港涉台問題的基本原則和政
策，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穩妥推進港
台關係。
林鄭月娥昨日致辭時指，香港既是兩

岸交流的見證者，更是重要的橋樑和參
與者，香港以其獨特的優勢，成為台灣
民眾進入大陸探親、旅遊、經商和投資
的主要通道，是兩岸間交流的平台、溝
通的視窗、合作的橋樑，過去30年在
推動兩岸交流合作及重大事務性商談、
促進兩岸關係緩和與發展等方面一直發
揮重要作用。

合作更緊密 經貿交流頻
她續指，港台兩地交流合作日益緊

密，特別是回歸20年來，特區政府積
極推動港台關係穩定發展，如2010年
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成立，作為港
台兩地磋商合作的非官方平台，而香港
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亦於2011年在台
北開始運作。
她又列出多項數據，引證港台交流密

切：香港與台灣去年分別是對方的第四
大及第三大貿易夥伴；去年台灣居民訪
港超過200萬人次，是僅次於內地的第

二大旅客來源地；目前有4萬名至5萬名台胞在
香港居住，當中很多人已經成為香港各行各業的
翹楚。
林鄭月娥強調，兩岸關係與港台關係和平穩定

發展，是廣大民眾的共同期盼，特區政府將繼續
根據香港基本法，以及中央政府處理香港涉台問
題的基本原則和政策，立足於促進兩地民間交流
交往，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按照多年來行之有
效的交往慣例，穩妥推進港台關係，同時希望與
各方一同努力，共同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共
同推進港台關係及兩岸關係向前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1992
年，兩岸達成「九二共識」，同意一
個中國原則，但去年台灣的民進黨重
新上台後，至今仍拒絕承認。國台辦
主任張志軍批評，民進黨聲稱要「維
持兩岸關係現狀」，卻一直拒認「九
二共識」，傷害兩岸同胞利益。他強
調，是否承認「九二共識」、認同一
個中國原則是必答題，並警告「台
獨」沒有出路。
張志軍昨日在紀念大會致辭時，強

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排除「台獨」干
擾破壞，為兩岸30年來的交流合作提
供有力保障。他指「統一是全體國民
之福」、「統則強，分必亂」是一條歷
史規律，「30年來，我們始終堅持一
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台獨』分裂，
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為兩岸交流
合作指引方向，保駕護航。一個中國原
則是兩岸關係之『錨』。錨定才能『任
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

批破壞關係 損兩岸利益
他批評，民進黨當局雖然口口聲聲

稱要「維持兩岸關係現狀」，卻一直

拒不承認「九二共識」，不認同兩岸
同屬一個中國，破壞了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政治基礎，致使兩岸聯繫和商
談機制停擺，各領域交流合作遭到嚴
重衝擊，兩岸同胞利益受到極大傷
害。
張志軍指出，「台獨」分裂勢力

妄圖削弱、切割台灣同大陸的政
治、經濟和歷史文化聯繫，磨滅台
灣同胞的中華民族意識，其倒行逆
施激起兩岸同胞的強烈憤慨，但也
更堅定了維護30年來交流成果、繼
續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
對於未來兩岸關係，張志軍強調，

如要繼續沿着正確方向前行，就要堅
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堅
決反對「台獨」分裂。
他指，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同

胞同屬中華民族，這一歷史事實和法
理基礎是改變不了的。「是否承認
『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
國，是迴避不了的必答題。無論台灣
哪個政黨、團體，無論其過去主張過
什麼，只要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
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同大陸的交

往就不會存在障礙。『台獨』分裂是
沒有出路的。」

促推進交流 深化社經融合
他認為，兩岸未來要持續推進各

領域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濟社會
融合發展，並弘揚中華文化，厚植
共同的精神紐帶，更要共築中國
夢，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他希望台灣同胞同大陸同胞、港澳
同胞一道，在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和實現國家和平統一的進程中，
團結一致，相互扶持，緊密合作，
共同創造中國人的幸福生活和美好
未來，才可無愧於人民、無愧於歷
史、無愧於時代。
至於香港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張

志軍指出，特區政府及廣大香港同胞始
終心繫祖國統一大業，關心、支持兩岸
關係發展，在促進兩岸交流往來中，發
揮了獨特優勢並作出了積極貢獻。
他寄語特區政府和香港同胞一如既

往支持和參與兩岸交流，維護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為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大
業作出新貢獻。

1987 年 ，
台 灣 當 局 開

放民眾前往大陸探親後，大
批老兵連夜兼程一解思親之
苦，遺憾的是有些卻等不到
團聚一天。老兵高秉涵多年
來親送100多個同伴的骨灰
回鄉安葬，2012年更獲選為

「感動中國十大人物」。
高秉涵昨日在紀念大會上

分享時，被問到最難忘的一
次旅程。他憶述，有一名老
兵已提前數月訂好機票，準
備赴大陸與在甘肅蘭州的母
親重逢，之後卻被查出患有
癌症，最終未能堅持到出發

那一天。因此在這名老兵的
喪禮完成後，他決定帶上骨
灰盒，親自代替這名老兵踏
上回家之路，最後將骨灰盒
交給其母親。
82歲的他又表達了自己對

兩岸關係發展的最大心願：
「兩岸一家親，交流不能
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張志軍：「台獨」沒出路

老兵肩重負 送戰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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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左九）、林鄭月娥（左八）、郁慕明（左七）、張志軍（右七）、張曉明（左六）等出席紀念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高秉涵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國權 攝

在廈門舉行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今天閉
幕，論壇成果有望進一步促進世界各個新
興經濟體的發展，同時也將為香港帶來龐
大商機。各新興經濟體崛起過程中，對高
質量的現代專業服務業需求龐大，而這方
面恰恰是香港的優勢所在。香港憑藉國際
金融、航運和貿易三大中心地位，善用在
金融、法律、會計及其他現代專業服務業
上的優勢，在金磚國家和其他新興經濟體
之間，充分發揮「超級聯繫人」和服務提
供者的作用，發展空間將非常廣闊。對於
箇中龐大商機，商界、專業界固然要及時
把握，善於運用；特區政府更應扮演好引
領推動的角色，協助業界打開新天地。

金磚合作機制自創立以來，潛力不斷
釋放。10年間，金磚國家的經濟總量佔
全球比重從12%上升到23%，對世界經
濟增長的貢獻超過50%，機制得到了各
個新興經濟體的廣泛認可。下一步金磚
國家還將推動「金磚+」合作模式，讓世
界更多新興經濟體參與到團結合作、互
利共贏的金磚合作機制中。目前，金磚
國家佔世界貿易的比重在16%，但是彼
此之間的貿易僅佔金磚國家總貿易額的
6%，可見儘管有合作機制，潛力依然沒
有充分利用，而其他新興經濟體之間的
發展空間無疑將更為可觀。要充分發掘
和利用好其中的機會，各類現代專業服
務的參與必不可少。

香港擁有現代專業服務領域的獨特優

勢，可以在金磚國家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
互動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這既有利於香
港的發展，又可為國家戰略作出巨大貢
獻。首先，香港具備完善的管理體系，
在經濟制度上與西方主要經濟體相近，
又是一個高度國際化和開放的城市，與
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都保持着密切聯
繫，其中也包括金磚國家，最為適合擔
任「超級聯繫人」以及服務者的角色。
其次，香港的金融、法律、會計等現代
服務業與世界市場緊密互動、經驗豐
富，監管制度的標準與西方相同並獲得
國際高度認可，因此許多國家和地區都
非常願意把香港作為企業融資、貿易、
對外投資、仲裁的平台。第三，香港擁
有規避經貿風險的豐富經驗，例如可以
為企業提供多元化的資金來源，避免資
金來源過於單一；又如可以為企業提供
風險評估和控制等顧問服務。

香港一直都是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經濟
體，發展從來離不開外部力量的推動，正
經歷經濟轉型升級的香港，應當利用好金
磚合作機制。然而，新興經濟體總有這樣
或那樣的不完善之處，要充分發揮香港上
述優勢條件，不能僅靠商家單打獨鬥，還
需要特區政府以更加有為的態度，運用超
前的戰略眼光，與金磚國家協商溝通，為
企業搭建起高效平台，充分發揮推動和引
領的作用，使香港現代服務業優勢不斷發
揮、長盛不衰。

金磚合作具龐大商機 港善用優勢可以分享
香港中文大學昨日舉行開學禮，大學多處出現宣揚

「港獨」、宣揚違法抗爭的橫額及海報。對此，社會各
界震驚，紛紛提出嚴厲批評；而中大校長沈祖堯則稱，
大學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地方，只要學生不犯法，不阻礙
正常學習，校方都不會有很大反應。問題是，鼓吹「港
獨」違憲違法，不屬言論自由範疇，在香港沒有任何討
論的空間，任何人和機構都不能姑息縱容「港獨」言
行。世界上遵崇表達自由的國家地區，事實上都有「禁
忌」，都有不可挑戰的社會底線，例如在德國就不能宣
揚納粹。不容鼓吹「港獨」，應該是香港社會的禁忌，
在遏止「港獨」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政府、教育當局、
學校責無旁貸，必須旗幟鮮明，防微杜漸，保護年輕人
免受「港獨」思潮荼毒，切實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根
基。

近年來，在本港一些大專院校，有人以言論自由、學
術自由為擋箭牌，不斷提出違反「一國兩制」、宣揚
「港獨」的言論，導致「港獨」和違法抗爭思想在青年
學生中持續散播。對校園播「獨」，中大學生會會長毫
不掩飾地稱，「對有同學做出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感高
興」，更揚言「香港法治名存實亡，法律是不正義便無
遵守的必要。」積非成是，以鼓吹「港獨」為榮，公然
煽動違法，情況令港人擔憂。

一直以來，本港有些人有一種非常錯誤的觀點，認為
言論自由是絕對權利，口頭宣傳「港獨」而無行動，就
不算違法。中大校方昨日一方面重申立場，表示絕不贊
成「港獨」，但另一方面又認為，大學是一個言論自由
的地方，只要學生不犯法，校方無須「反應過激」。對
「港獨」態度模棱兩可，把鼓吹「港獨」與言論自由劃
上等號，正正向學生傳遞錯誤信息，令鼓吹「港獨」更
加有恃無恐。

鼓吹「港獨」並非言論自由，不僅違反基本法，根據
《刑事罪行條例》，還可能干犯嚴重的意圖叛逆罪及煽
動罪。《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中亦有條例規定，言論及
結社自由不是絕對的權利，此等權利帶有責任及義務，
就是不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可見，言論自由不
能凌駕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港獨」違憲違法，絕對
不是受法律保障的言論自由。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
人、任何機構都必須遵守法律，大學也不能成為包庇縱
容「港獨」的「法外之地」，否則將混淆是非，藏污納
垢，變相助長「港獨」氣焰，令「港獨」變本加厲。

全世界任何地方，包括標榜最崇尚民主、最尊重言論
自由的歐美國家，都有不可逾越的社會禁忌，誰越雷池
半步，必受輿論口誅筆伐，甚至受到法律制裁。美國總
統特朗普被指在弗吉尼亞州衝突中包庇白人至上的種族
主義者，遭到政界、商界、軍方全面施壓；德國、奧地
利和大多數歐洲國家，禁止使用納粹符號和手勢，日前
有兩名中國遊客在柏林國會大廈外拍照時，因行納粹禮
而被捕。事實很清楚，即使如歐美等自視為最民主自由
的國家，都有不可碰觸的禁忌，一旦觸犯了，等同損害
國家的根本利益，傷害國民的感情，挑戰人類的良知，
為社會和法律所難容。

「港獨」在香港，就如同種族主義在美國、納粹主義
在歐洲一樣，也是不容姑息的社會大忌，絕對不能讓其
披着言論自由的外衣而橫行無忌。近期「校園播獨」有
死灰復燃的跡象，各大中小學作為作育英才的機構，更
應負起引導學生建立正確法治觀、國家民族觀的責任，
應態度鮮明、行動果斷，把「港獨」思潮消除於萌芽，
切不可聽之任之，以免「港獨」思潮氾濫成災，扭曲學
生價值觀，在「港獨」泥淖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自毁
大好前途，動搖香港法治、文明、繁榮的根基。

鼓吹「港獨」非言論自由 社會禁忌不容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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