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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結一：冀台企聯團結台商反
「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全國
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第四屆第三次
會員大會昨日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台
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昨日在北京
會見出席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
第四屆第三次會員大會代表時表示，全
國台企聯成立以來，團結帶領廣大台商
為兩岸經濟合作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作
出了積極貢獻。
劉結一說，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
我們堅持全面深化改革，貫徹新發展理

念，推動經濟實現更高質量發展，建設
現代化經濟體系。我們推進兩岸同胞交
流合作的步伐不會停息，台灣同胞在大
陸發展的機遇會更大，天地會更廣闊。

台企聯：
「31條惠台措施」創機遇
劉結一說，國家統一、民族復興是人
心所向、大勢所趨。希望全國台企聯團
結廣大台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
對「台獨」，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共圓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多名全國台企聯會員表示，「31條惠
台措施」為台商、台胞帶來諸多便利，
創造更多發展機遇，影響正面。
全國台企聯會長王屏生表示，「31條
惠台措施」讓廣大台商深受鼓舞。有關
措施的出台，對於台灣社會是一個很大
的震撼，對於想要破壞兩岸和平穩定交
往的人士，是措手不及的一擊。措施出
台及時，影響非常正面。
全國台企聯榮譽會長郭山輝說，「31

條惠台措施」為台商、台胞在大陸發展
帶來諸多便利，為台胞創造更多發展機
遇。「31條」是「兩岸一家親」理念的
體現，相信有關政策會快速落實，讓台
灣同胞共享大陸發展機遇和成果。當
前，台灣還有很多人對大陸不夠了解，
經由「31條」的發佈和落實，相信會推
動更多台灣年輕人和創業人士來大陸發
展。
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陳錦龍說，
2017 年 5 月，「台商走電商」正式啟

動，主要由京東集團創辦的「台企名品
館」承接落實。這個電商平台免保證
金、免平台使用費，大大減低了台商進
入電商平台的成本，幫助廣大台商打開
了大陸市場。未來全國台企聯還會協助
台商進入其他電商平台。
全國台企聯成立於2007年，是由大陸
各地約 300 家台資企業協會和企業組成
的非營利性社會團體，經過11年發展，
現已成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
兩岸經貿交流和服務台商的平台。

國台辦批民進黨「綠色眼鏡」障目
回應台軍被禁用大陸手機：抱敵視心態安能看到兩岸和平前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台灣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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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近日宣稱禁止台軍方使用大陸品牌的智能手
機，其中包括小米、華為等。對此，國台辦發言人
安峰山回應，若民進黨抱着敵視的心態、戴着「綠
色眼鏡」，是看不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前景的。

台學者籲「無色」覺醒破「藍綠」
國台辦：
「日久見人心」

安峰山強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才是維護台海和平、促進
共同發展的根本保障，只有徹底摒棄「台獨」的立場和
敵對心態，才能夠真正實現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發展。

兩岸關係倒退 責在台當局
本月 20 日，蔡英文就職將滿 2 年，安峰山對此回應，從
2016年「5·20」以來，民進黨當局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
的「九二共識」，破壞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放任
縱容「去中國化」和「漸進台獨」活動，同時阻撓和干擾兩岸
交流合作，製造兩岸對立，破壞了兩岸得來不易的和平發展局
面和成果，損害了兩岸同胞的利益，造成當前兩岸關係的緊張
對立，兩岸同胞對此都是堅決反對的。他續指，賴清德的「台
獨」言論進一步對台海的和平穩定進行了公然挑釁，所以當前
兩岸關係倒退的責任完全是在台灣當局。
他同時表示，面對當前兩岸關係這樣一個複雜嚴峻的局面，
大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和遏制任何
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和行徑，持續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
合作，將會繼續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扎實推進祖國和
平統一的進程。

大陸種種舉措 皆針對「台獨」
近期，泉州軍演、軍機繞台、多米尼加與台「斷交」、台無
法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等頻頻見諸報端。安峰山再次
表示，大陸採取的這些措施，目的就是針對「台獨」分裂勢力
及其活動所提出的強烈的警告。
「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這個事實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
變，」他說，「從 2008 年到 2016 年這 8 年期間，在 『九二共
識』的基礎上，兩岸關係也實現了和平發展。」他強調，這些
就是兩岸關係的現狀。
繼禁止島內教師赴陸任教之後，蔡英文當局又再度在文教領
域祭出了針對大陸的新招，即未來大陸授權台灣出版的書籍或
都將經由台當局審查之後才能出版。對此，安峰山表示，民進
黨當局不是想着如何順應民心，而是不斷設置障礙，「他們限
制的是台灣同胞能夠獲得更多更大更好發展的機遇，損害的是
台灣同胞自己的利益」。

■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台
北市市長柯文哲表示，台灣社會被 6%「藍
綠」色彩明顯的人所綁架，而台灣學者呼籲
稱，其餘 94%的沉默多數民眾必須覺醒，用
「無色」覺醒來打破「藍綠」惡鬥思維。

「台灣徵信系統」推出 台胞在陸融資不再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
京報道）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向
媒體介紹「31 條惠台措施」稱，
上海資信有限公司已與台灣中華
徵信所開展業務合作，聯合推出
「台灣地區信用報告查詢系統」
業務，提供台灣地區的企業、個
人的信用記錄查詢服務，為台
企、台胞解決在陸融資問題。此
外，他透露，江蘇已有近 700 家
台企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享
受 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其中
2家台企已批准支付資金共計950
萬元（人民幣，下同）。
在高新技術合作領域，江蘇省
積極支持台企申報高新技術企業

和省科技計劃項目，享受政策補
助。

近700台企享15%稅收優惠
他表示，目前江蘇省已有近
700 家台企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
業，享受 15%的企業所得稅優
惠，2 家台企先後獲得江蘇科技
成果轉化專項資金支持，已批准
支 付 資 金 共 計 950 萬 元 。 他 續
指，在政策補貼方面，黑龍江省
2 家台資食品企業同等享受省畜
牧養殖「兩牛一豬」（奶牛、肉
牛、生豬）政策補貼，分別獲得
省 市 縣 各 種 補 貼 2.26 億 元 和
9,500萬元。

新增22個兩岸青年創業基地
為協助台青登陸，安峰山表
示，近日，國台辦經過廣泛遴
選，在上海、天津、福建等 15
個省市新設 22 個海峽兩岸青年
就業創業基地和示範點。此
前，自 2015 年起，國台辦先後
在北京、天津、遼寧等 12 個省
市已授牌設立了 53 個海峽兩岸
青年就業創業基地和示範點。
他說，「截至 2017 年底，這些
創業基地和示範點共入駐或服
務台企及團隊約 1,900 家，實習
就 業 創 業 台 灣 青 年 近 9,000 人
（次）。」

人選，他說「不排除」。
民進黨選舉對策委員會發言人鄭運鵬轉
述過去兩周徵詢相關人士，並於昨日在黨
內作出的最後決策方案，指民進黨多數公
職人員，認為民主進步黨應提出自己的市
長候選人，實踐民進黨對台北的市政願
景。
鄭運鵬又說，2014 年民進黨在野時與無
黨籍的柯文哲合作，以在野大聯盟的形式
順利打敗國民黨，實現台北政黨輪替的艱
難目標；如今，民進黨已在「中央」執政
並於立法機構握有過半議席，民進黨應承
擔「更大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東森新聞
報道，民進黨昨日決定 2018 年台北市長選
舉將啟動徵召程序自提人選，且其他政黨
候選人不在民進黨徵召範圍內。這也意味
着，民進黨將不會跟無黨籍、也無意加入
的現任市長柯文哲繼續合作，二者「分
手」後將直面選舉廝殺。

民進黨多數支持自提
民進黨選舉對策委員會共同召集人陳明
文昨天說，盼在月底前能評估出適當人
選；至於陳菊、賴清德二人是否納入評估

台北市升格
「直轄市」
後市長選舉一覽
1994 年 7 月 29 日公佈「直轄市自治法」，將「院轄市」更名為「直
轄市」，同時規定「直轄市」市長由市民選舉產生，任期 4 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
屆次

時間

主要

參選人

1

1994.12—1998.12

國民黨

黃大洲

25.89%

民進黨

陳水扁

43.67%當選

新黨

趙少康

30.17%

國民黨

馬英九

51.13%當選

民進黨

陳水扁

45.91%

國民黨

馬英九

64.11%連任

民進黨

李應元

35.89%

國民黨

郝龍斌

53.81%當選

民進黨

謝長廷

40.89%

國民黨

郝龍斌

55.65%連任

民進黨

蘇貞昌

43.81%

國民黨

連勝文

40.82%

民進黨

無提名，支持柯文哲參選

無黨籍

柯文哲

2

1998.12—2002.12

柯或持續爭取長者票求勝
鄭運鵬表示，昨日選對會沒有決定徵召
的時程，還是要先徵詢有意參選的黨內人
士，選對會已經徵詢過立法委員姚文智、
前「副總統」呂秀蓮以及前台南縣長蘇煥
智，昨日選對會做了決議，是不是還有其
他人有意願，這也是未來選對會要進行的
程序之一。
台北市長柯文哲昨日現身台北市議
會，對此表示：自己心情很平靜，目前
還不知道賴清德是否要參選北市，但認
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他又暗示民進
黨打算自提人選並非對其自身最有利的
一步棋。柯文哲幕僚表示，柯會持續爭
取長者票求勝。

3

4

5

6

2002.12—2006.12

2006.12—2010.12

2010.12—2014.12

2014.12—2018.12

得票率

57.16%當選

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室、中國台灣網

陸惠台胞心昭昭
對此，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回應稱，「日久
見人心」。他指，真正威脅台灣同胞利益和福
祉的，是「台獨」分裂活動，「會有越來越多
的台灣同胞慢慢覺醒，共同推進兩岸交流合作
和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安峰山表示，大陸對台的大政方針是明確
的、一貫的，大陸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推
進和平統一，目的是為了增進兩岸同胞的利益
和福祉。
他指出，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感受到大陸的
發展進步，對台灣而言，是機遇、不是威脅，
更不是挑戰。「真正對台灣同胞的利益和福祉
造成威脅和挑戰的，是 『台獨』分裂活
動，」他說，「因此我們採取任何必要的措
施，去反對和遏制 『台獨』分裂圖謀和行
徑，目的是為了防止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受到
損害。」他認為，會有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慢
慢覺醒，明白這些道理。

國民黨丁守中：會努力爭取中間選民

民進黨與柯文哲「分手」 將自提台北市長人選

■民進黨將不會跟無黨籍的台北市長柯文
哲（前）繼續合作參選，柯文哲表示不打
算入黨，會繼續努力。
中央社

中新社

■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中（中）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民進黨
對台北市長選舉，將啟動徵召程序、提出
人選。中國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丁守中
昨日表示，這是「民進黨基層怒吼，終止
民進黨高層的政治婚外情」，三強鼎立局
面很快形成。丁守中說，因民進黨和柯文
哲都擁有執政優勢和行政資源，自己仍戒
慎恐懼、全力以赴，但多數市民認為台北
市政落後，城市競爭力一直下滑，他會提
出更好政策爭取中間選民支持，終結這種
退步現象。
丁守中昨日下午拜訪北市文山區里長，
會前受訪時評估依民進黨擁有基層實力和
27 席台北市議員陣營，很快就會拉近和
柯文哲的民調距離，形成三強鼎立局面，
因許多「柯粉」都是「綠粉」，只要綠旗
一揮就會全部歸隊。
外傳民進黨可能徵召賴清德或陳菊，對
此，丁守中表示機率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