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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識」並以身為中國人為傲，
因此遭到「台獨」勢力攻擊。國台辦
發言人馬曉光昨日應詢表示，兩岸同
胞是血脈相連的一家人，台灣人也是
中國人，「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的
基礎。「吳師傅的聲明表達的是正確
的認知和正常的感情，綠營政客和
『台獨』勢力對他的瘋狂圍攻才是政
治扭曲、政治迫害。」吳寶春的故事
說明，台灣社會在期盼兩岸經濟緊密
交流的同時，無法迴避大陸堅守的
「九二共識」的「一個中國」核心，
如何凝聚對「九二共識」的社會共
識，這是島內應該先面對的一個問
題。

台灣「九合一」大選以民進黨大敗
落幕，特別是韓國瑜憑着強調「貨出
得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的口
號拿下深綠20多年的高雄市，已經
清楚說明台灣民意對兩岸關係冰凍的
現狀極其不滿，期許兩岸交流方面有
重大突破，特別是希望兩岸之間的經
濟交流可以讓台灣疲憊的地方經濟有
所提振。但筆者要指出，兩岸之間的
交流是需要基礎的，那就是回到「九
二共識」的大平台上。

蔡時代的兩岸冰河期，讓島內地
方經濟大受影響，也因此「貨出得
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的口
號撼動的不僅是高雄人的心，更是
不少台灣中小企、打工仔的心，韓
國瑜選後已積極佈局讓大陸觀光客
進得來、高雄農漁產品銷到大陸

去，台中市、新北市、金門、花
蓮、台東等縣紛紛成立「兩岸交流
小組」，希望進一步與大陸交流，
就算是鄭文燦、黃偉哲也都表示要
加強與大陸的城市交流，喊出「兩
岸和諧，一起拚經濟」的口號。

筆者需指出，兩岸交流必須建立在
互信基礎上，而「九二共識」就是這
個基礎的最核心要素。雖然蔡當局極
力抵制，島內也有學者指稱「九二共
識」是「沒有共識的共識」、是「國
共共識」，但剛剛獲得選民授權的
「百里侯」應該清楚，想要本縣市與
大陸方面有各方面的交流，做到「人
貨兩通財源滾滾」，企圖迴避「九二
共識」的「一個中國」基礎，一切兩
岸交流都是空談。

■吳志隆「就是敢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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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寶春告訴台灣
凝聚「九二共識」無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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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三通」歷十年「九二共識」是基石
國台辦斥民進黨破壞和平發展基礎損台民眾福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兩岸「三通」

至今已走過十個年頭，對此，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表

示，「三通」在過去十年間促進了兩岸人流、物流、資

金流，實現了兩岸「一日生活圈」。但他同時強調，如

今民進黨當局破壞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建立在

「三通」之上的大陸民眾赴台旅遊受到影響，兩岸經濟

合作機制化進程遭到了破壞，台灣民眾的利益福祉也受

到了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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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2008年兩
岸關係實現了歷

史性轉折，開創了和平
發展的新局面，海協會
和台灣海基會在「九二
共識」的基礎上恢復了
協商談判。他續指，上
述兩會通過簽署相關協
議，兩岸空運直航、海
運直航、直接通郵正式
實施，大陸企業實現赴
台投資，兩岸同胞期盼
了三十多年之久的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得以實現。

便利往來 實現「一日生活圈」
回顧過去十年，馬曉光表示，兩岸「三通」促進了兩岸人流、物
流、資金流，實現了兩岸「一日生活圈」，極大地便利了兩岸民眾的
往來，廣大台灣民眾也從中受益，為增進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促進
心靈契合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他認為，這也充分說明，堅持「九
二共識」，兩岸交流合作就能夠不斷深入，兩岸關係發展就有廣闊前
景，台灣同胞的利益福祉就能得到維護和增進。
馬曉光再次奉勸民進黨當局，呼籲其回到「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
基礎上來。「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善兩岸關係，不斷擴大兩岸『三
通』的外溢效應，」他說，「使更多的兩岸民眾特別是台灣民眾享受
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果。」

陸資赴台 被迫「戴鐐銬跳舞」
在民進黨執政的兩年間，台灣民眾已不堪生活水平逐步下滑之苦，
而在「九合一」選舉過後，新當選縣市長們均表現出較為強烈的與大
陸展開經濟合作的願望，大陸方面也有十餘家企業表示未來將會投資
高雄市。對此，馬曉光則回應稱，雖然大家希望改善經濟民生、發展
兩岸關係的願望空前強烈，但是自2016年以來，限制兩岸交流的諸
多不合理的政策措施依然存在。
他強調，陸資赴台投資、兩岸雙向投資，這都是對兩岸民眾有利的
事情，但是因為陸資被綁住了「手腳」，所以只能是「戴着鐐銬跳
舞」。因此，他呼籲，在大陸作出努力的同時，台灣方面也應該盡快
檢討並放寬那些包括對陸資限制在內的不合理的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兩
岸企業家峰會台灣方面副理事長、中國國民
黨前副主席、海基會前董事長江丙坤先生於
本月10日不幸離世，對此，國台辦新聞發
言人馬曉光在記者會上表示，我們深感悲痛
與不捨，並用八字稱其「哲人其萎，風範永
存」。關於江丙坤後續治喪的事宜，馬曉光
指出，有關方面將在與江先生家屬溝通後作
出適當安排。
他表示，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

劉結一、海協會會長張志軍以及原會長陳雲
林、陳德銘等也已向江先生親屬發了唁電，
表達了深切哀悼和誠摯慰問。12月8日，在
獲悉江先生身體不適送院醫治的消息後，大
陸有關方面非常關切，也在第一時間表達了
慰問。

堅持「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
馬曉光指出，江丙坤先生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長期以來不辭辛勞，
奔波兩岸，為推進兩岸經濟及各領域的交流
合作，推動兩岸關係改善發展殫精竭慮，貢
獻良多，特別是在先後擔任國民黨副主席和
海基會董事長期間，為國共兩黨關係改善和
推進兩會制度化協商並取得成果、增進兩岸
同胞民生福祉、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發揮
了積極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贏得了兩岸
同胞廣泛讚譽和尊重。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昨日亦向江丙坤

先生親屬發唁電表示哀悼，希望家屬節哀順
變。唁電寫到，江丙坤先生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為改善兩岸關係、推
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鞠躬盡瘁，貢獻良多，
贏得兩岸同胞廣泛讚譽和尊重。唁電說，斯
人遠去，風範長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由台灣導演馮凱
執導、兩岸藝人共同擔綱出演的電視劇《幸福一家人》力
壓一眾高甜劇集，奪得大陸同時段收視第一，這也是大陸
推出「31條措施」後取得的最好成績。對此，國台辦發言
人馬曉光回應指出，該部影視作品的導演和主要演員都來
自台灣地區，這在過去是未曾有過的現象。
他表示，「31條措施」其中有3條是對兩岸影視交流
合作專門作出了擴大開放的規定。「隨着這些政策的落
地和實施，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具體成果，」他說，
「《幸福一家人》的導演和主要演員都來自台灣地區，
這也充分體現了『31條措施』出台之後，台灣演藝人員
願意來大陸發展，促進了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通過
兩岸的交流合作，大家共同演繹好在當代中國、在兩岸
之間發生的各種感人故事，共同弘揚好中華文化。」
他期待並相信，未來會有越來越多像《幸福一家人》

這樣兩岸共同合作創作的優秀作品，在海峽兩岸產生越
來越大的影響。據悉，《幸福一家人》圍繞房家三姐弟
的成長生活展開，講述了他們在面臨親情與愛情、職場
與婚姻時，種種抉擇的故事。

《幸福一家人》收視奪冠
兩岸演員上演「一家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台灣新北市八仙樂園3年前的一場
活動發生粉塵爆炸意外，造成15
死、484傷。台灣最高法院12日駁
回上訴，判決活動主辦人呂忠吉5
年徒刑定讞。
2015年6月27日，呂忠吉透過瑞
博國際整合行銷公司和八仙樂園簽
約，租用園內兩個區域舉辦彩色派
對，以噴灑色粉當噱頭，賣出
4,000多張門票。當晚活動接近尾
聲時，舞台前方空中、地面發生粉
塵燃燒意外，許多參與者身陷火
海，體無完膚。而呂忠吉因確信彩
色派對不會發生意外，事發前逕自
離開舞台。

事後調查發現，意外原因為架設
在舞台前端的電腦燈吸入色粉，燈
泡高溫表面引燃粉塵，造成意外。
由於業務過失致死罪為5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拘役之罪，一審時呂忠吉
遭判刑4年10月，但被害家屬強烈
不滿。

過億補償金 恐由全民埋單
二審將業務過失致死刑度判滿，

改判5年徒刑。
呂忠吉不服，上訴至最高法院。

合議庭認為，呂忠吉為該公司實際
負責人、出資人，是活動現場總指
揮、總負責人，知悉派對活動中使
用色粉，具有引發爆炸的危險；原

判決量刑已處
法律規定最高
度刑，並無不
當，故駁回上
訴，全案定
讞。
民事部分，

士林地檢署將
依《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核
發補償金，預
計發出5億元（新台幣，下同，約
合港幣1.27億元）。如今全案定
讞，將向呂忠吉追討，但呂現在
名下已查無資產，僅被處罰9萬
元，補償金恐由全民埋單。

八仙樂園塵爆釀15死 活動主辦人判囚5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台灣「移民署長」楊家駿被
周刊媒體踢爆「假公濟私」，今
年10月、11月，表面上到南部進
行「公務視察」，實際上卻是帶
着自己的妻子到南部吃喝玩樂。
消息傳出，高層震怒，責成政風
單位主動了解，務必徹查此事，
並先行調整楊家駿的職務。
昨日出版的《鏡周刊》踢爆楊

家駿於今年10月、11月，連續兩
次偕妻到南部「公務視察」，把
公務車當遊覽車，公務員當成司
機、導遊、搬運工、攝影師，更
把人民納稅錢當成旅費，假公差
真旅遊的行徑十分離譜。

對於「假公濟私」的指控，楊
家駿則回應表示，他今年出差21
次，有6次帶着太太隨行，但強
調「太太的交通、住宿費差額都
自費」，他認為太太外語能力
好，可與新移民溝通，且帶着太
太視察可以拉近與同仁間的距
離，如果同仁對此有意見他會檢
討改進。
據聞，消息傳出後，台高層震

怒。台灣內政部門當天迅速發出
新聞稿表示，本案已造成社會觀
感不佳，影響機關形象，將先行
調整楊家駿職務。另外，強調廉
能是公務機關的核心價值，公務
員應堅持廉潔，奉公守法。

被爆假公濟私帶妻遊 台高官速調職

■■20082008年年1212月月1515日日88時時，，東航東航MUMU20752075
航班準時從上海浦東機場起飛航班準時從上海浦東機場起飛，，拉開陸台拉開陸台
空運直航的序幕空運直航的序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兩岸三通後兩岸三通後，，大量陸客赴台個人遊大量陸客赴台個人遊。。圖圖
為為20122012年年，，陸客到訪台北故宮博物院陸客到訪台北故宮博物院，，
並拍照留念並拍照留念。。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6年，因蔡當局破壞兩岸關係和平基
礎，台灣觀光業者走上街頭請願。 資料圖片

■《幸福一家人》劇照 網上圖片

■江丙坤10日晚在台北病逝，祖地鄉親聞訊
後悲慟不已。圖為2012年5月江丙坤回到祖
籍地尋根祭祖的資料圖片（翻拍）。 中新社

■呂忠吉判囚5年
定讞。 中央社

■楊家駿被爆視察帶妻玩樂。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