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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港台民間力量 推動國家統一民族復興

WEN WEI EDITORIAL

得與大陸簽署涉及台灣地區公權力或政治議題之協
議，這似乎成為阻礙台灣同胞參與兩岸政治協商的
「緊箍咒」。對此，台灣新黨主席郁慕明表明，新
黨願意率先與大陸政治協商，尋求邁向統一的和平
發展機制，若與大陸政治協商要被關 5 年，他願意
接受。台灣多個民間組織已宣佈，擬 2 月初在全台
各地舉辦活動，探討兩岸和平統一的模式。
兩岸和平發展，完成統一大業，符合台灣同胞
的最大利益。和平統一之後，台灣將永保太平，
民眾將安居樂業。有強大祖國做依靠，台灣同胞
的民生福祉會更好，發展空間會更大，在國際上
腰桿會更硬、底氣會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
嚴。因此，台灣民眾、民間團體無畏無懼、理直
氣壯，與大陸進行政治協商，在島內形成探討兩
岸和平統一的熱烈氣氛，這是民心所向、順勢而
為，讓蔡英文當局知道，國家強大、民族復興、
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
阻擋的！
「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而提
出的，並首先運用於解決香港問題，接又用於
解決澳門問題，「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的實
踐，都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證明「一國兩
制」有強大的生命力。未來，港台民間應開展更
多交流互動，讓台灣同胞全面深入了解香港實踐
「一國兩制」的實際情況，以香港成功落實「一
國兩制」的示範感召台灣同胞，增強台灣同胞以
「一國兩制」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
統一的信心，這是香港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
香港為「兩制」台灣方案提供積極參考，豐富
「一國兩制」實踐內容，為國家統一、民族復興
再立新功。

社評

習近平主席日前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 周
年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引起香港和台灣社會
熱烈反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兩岸
問題的最佳方式，國家統一是民族復興的題中之
義、必然要求。
台灣和香港應充分發揮民間促進統一的力量，
形成強大的主流民意，打破民進黨當局的箝制，
使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成為
島內共識。香港更要積極擔起兩岸民間交流促統
的橋樑重任，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祖國統
一的大業中，作出新貢獻。
習主席的講話串起大陸與台灣的歷史與現實，
字裡行間既有同胞淵源、民族大義，亦有骨血深
情、時代大勢。島內輿論用「溫情喊話」形容習
主席的講話，認為是「打開天窗說亮話」，向台
灣同胞展現了以和平方式實現兩岸統一的善意和
誠意。海基會前副董事長馬紹章認為，大陸更堅
定也更柔軟。
蔡英文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抗拒「一
國兩制」，對習主席立足兩岸共同利益和未來的
講話，採取全盤否定、全盤對抗的態度，妄言
「台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絕大多數台灣
民意也堅決反對『一國兩制』」。她還聲稱，
「凡是涉及兩岸間的政治協商、談判，都必須經
過台灣人民的授權與監督，並且經由兩岸以政府
對政府的模式來進行」，蔡英文企圖騎劫台灣民
意，負隅頑抗，繼續阻礙兩岸以「一國兩制」實
現最終統一。
根據台灣訂立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台灣地區的民眾、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不

三隧分流影響大 廣聽民意求共識
為落實在 2020 年 1 月實施三隧分流的
目標，政府在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之前，
將於本月 23 日先在立法會提出無約束力
動議，希望確認分流方案得到立法會支
持。三隧分流研究多年，牽涉廣大車主
和市民的利益，至今社會上意見紛紜，
立法會不同黨派大多數亦未表明態度，
政府不妨以更大耐心，聽取不同意見，
尋求最大社會共識，令落實三隧分流事
半功倍。
根據政府的分流方案，紅隧和東隧的
私家車收費分別由 20 元和 25 元大幅增
至 40 元，西隧則由 70 元減至 50 元。為
了換取西隧公司減價，政府同意提供最
多 18 億元補貼，直至 2023 年專營期屆
滿為止。政府選擇在此時提出議案，是
認為中環灣仔繞道開通，大大縮短港島
西和港島東的交通時間，是善用西隧、
落成分流方案的最佳時機。
三隧分流談了 10 年，早在 2008 年，
政府已委託顧問公司，研究改善三隧流
量不均問題。現時紅隧平日早上繁忙時
間的汽車流量，超出設計容車量的
77％，東隧也超出 38％，只有西隧仍比
設計車流量低約 1 成。三隧分流無非是
鼓勵駕車人士改用西隧，減輕紅隧和東
隧的壓力。但分流方案多年來議而不
決，主要原因是分流安排牽涉紅隧大幅
加價，影響不少車主的利益。紅隧收費
自 1999 年 以 來 從 未 調 整 ， 「 平 絕 三

隧」，適當加價以達分流效果無可厚
非 ， 但 由 20 元 一 下 子 加 價 一 倍 至 40
元，難免引起車主的反對。
政府強調，分流方案每年可以節省社
會成本超過 8 億元，但站在車主的角
度，由於三條隧道地理位置不同，分流
措施只會令少數車主改變使用習慣，對
改善紅隧、東隧塞車意義不大，但大多
數車就要「硬食」加價。
以使用東隧過海的車主為例，不少需
要往返港島東及九龍東，根本難以改用
西隧，卻要承擔大幅加價至 40 元的隧道
費，政府大幅加價，似乎欠說服力。三
隧分流方案出爐後，立法會內各黨派議
員意見分歧頗大，普遍認為紅隧、東隧
加幅太大，若支持方案，難以向選民交
代。
既然議員、市民對三隧分流方案仍存
在較大不同意見，政府宜進一步廣泛聽
取意見，採取靈活創新手段平衡各界利
益。例如現時紅隧全日大部分時間都塞
車，而東隧只是早晚繁忙時間較塞車，
政府不妨考慮分時段收費，在非繁忙時
段維持較便宜收費，以免影響面太大。
立法會內超過半數議員仍然未有明確
投票意向，三隧分流議案能否通過言之
尚早。對於有較大影響的民生議題，政
府適宜多作諮詢、凝聚共識，無需倉卒
決定；社會各界亦需面對現實，理性思
考取捨。

尋求和平統一 新黨願參與兩岸協商
郁慕明：無懼蔡政府威嚇 被關 5 年也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及中通社報
道，台灣新黨主席郁慕明 3 日表示，新黨願
意率先與大陸政治協商，尋求邁向統一的和
平發展機制。若跑去對岸政治協商要被關 5
年，他也接受。台灣民間組織昨日亦宣佈，
擬在 2 月初的農曆年後在全台各地舉辦活
動，研擬兩岸和平統一的進程，並指出統一
已經被污名化，台灣人民不需要抱着恐懼的
心情。
台灣《聯合報》消息，新黨青年委員會3日晚上在
據新黨中央黨部舉辦「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錄

片觀賞座談會」，主席郁慕明、金門前副縣長吳成典、
新黨發言人王炳忠和新黨新媒體工作群召集人蘇恆等人
也都出席，另有近30位支持者到場一同觀賞紀錄片。
郁慕明在致辭中表示，如果台灣各黨派都說不接受
「一國兩制」，那是否有其他主張能與大陸繼續和平發
展？不接受「一國兩制」，究竟是不接受「一國」，還
是不接受「兩制」？如果不接受「一國」，那不就是等
同「台獨」的「兩國論」？如果是不接受「兩制」，難
道是要「一制」嗎？

「去中國化」
毒害台青 促理性思考
郁慕明表示，如果台灣各黨派不要「一國兩制」，那
是否有其它主張能與大陸繼續和平發展，大陸領導人表
達的信心和決心很強烈，且明確說了「統一不能一代又
一代拖下去」，台灣政黨、政府的負責人，有什麼樣的
信心、決心、意志力告訴台灣人民，台灣怎麼走出去，
而不是在混。
郁慕明強調，新黨規模再小，也不會卸責，必須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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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年輕人規劃，願意率先與大陸政治協商，尋求邁
向統一的和平發展機制，確保台海和平安定；若跑去對
岸政治協商要被關5年，那他接受關5年。
據了解，根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台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除依本
條例規定，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各該主管機關授
權，不得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
（構）簽署涉及台灣地區「公權力」或政治議題之協
議。違者處新台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款；其情
節嚴重或再為相同、類似之違反行為者，處 5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等50萬元以下罰款。
新黨發言人王炳忠在發言中表示，台灣社會要對相關
議題進行討論。他認為，由於長年受西方影響的「有色
眼鏡」、加上「去中國化」的毒化，許多台灣年輕人對
現實有極大誤判，需要好好思索未來，面對現實、理性
思考。
另據《中時電子報》消息，新黨青年委員會也發佈
「台灣青年和統保台宣言」，表明「一國兩制」才能增
進人民幸福，台灣青年不應再被那些政客、權貴綁架，
成全他們用謊言騙取的私利，繼續讓龐大軍購拖垮經

台商台胞：中國人的身份 確確實實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本報記者朱燁及中新社報
道，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 周年
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引發在陸台商台胞以及專家
學者等熱烈反響。
「習近平總書記講話體現了祖國大陸高度的善
意。」廣州市台資企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陳啟安在大
陸投資 30 年，見證大陸經濟的騰飛和各項事業翻天
覆地的變化。他認為，兩岸只有和平相處，經濟才
會發展，社會才會進步。陳啟安說，希望習近平總
書記這次重要講話能喚起台灣當局的重視，不能再
忽略祖國大陸的進步。
「看到這次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我真的好期待
兩岸和平統一早日到來，希望我和我的孩子都能看
到這一天。」廣州台協青年會副會長張華說。作為
一名台商二代，他對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充滿信
心。
一位來自廣州中醫藥大學的同學表示，「（習近
平總書記的講話）讓我對未來無論是工作還是生
活，都更有底氣了。」他還表示，自己就是中國
人，「這是一個確確實實的身份」。
暨南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鵬認為，講話

「秉持長期以來大陸對台工作尊重事實和台灣現狀
的態度」，認為「一國兩制」的內涵還可以進一步
深化和探索，體現出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對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的堅決維護。

看好未來經濟交流
已在北京創業 6 年的光華創新文化傳播（北京）
有限公司總經理莊政儒深有感觸，他對香港文匯報
記者說，「小學課本上就寫要讓我們『做堂堂正正
的中國人』，因此一直以來也不會特別區分『台灣
人』和『大陸人』，大家都是中國人。」
莊政儒續指，受惠於「31 條惠台政策」，自己明
顯感到大陸對於兩岸、尤其是台灣青年創業，有了
較好的政策和交流方案，地方政府也有了相應的投
入或政策。「包括給港澳台同胞辦理居住證，讓我
們享受平等的待遇。」
「我很看好未來的兩岸經濟交流」，他認為，不論
是農業漁業，還是年輕人創業，甚至服務業的引入，
以及包括工業合作、技術研發、進出口乃至新能源等
在內的諸多方面，大陸都可以與台灣展開積極的經濟
交流，「經濟水平的提高會更集聚民心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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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
濟，而年輕人卻被這些不願改變的既得利益者虛耗。

民間團體辦研討演說 推和統進程
台灣民間組織昨日宣佈，擬在 2 月初的農曆年後在全
台各地舉辦活動，研擬兩岸和平統一的進程，並指出統
一已經被民進黨污名化，台灣人民不需要抱着恐懼的心
情。
當天，長江國際商會會長高健智、中國文化大學政治
學系副教授林忠山、中華民族團結協會名譽理事長夏瀛
洲等在台北啟動「兩岸和統」進程記者會，共同宣佈將

在農曆年後起，半年內辦理 8 場活動，包含研討會、閉
門論壇或公開演說，討論兩岸和平統一進程，規劃在 6
個主要城市各辦1場，離島和花蓮、台東各一場。
林忠山批評，執政黨不接受、不承認「九二共識」，
台灣社會在民進黨的執政下，「只能談獨、不能談
統」；現已無須爭議「九二共識」，應開始研擬兩岸和
平統一的進程。
夏瀛洲則建議，未來藍綠陣營可以進行兵棋推演，設
計狀況推演，面對面談「統獨」問題。

「習五條」是和平統一發展新綱領

央視
快評

香港文匯報訊 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針對兩
岸關係發表的重要講話，分析人士指出，習近平在講
話中呼籲兩岸中國人、海內外中華兒女，要從「攜手
推進民族復興」、「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堅
持一個中國原則」、「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實現
同胞心靈契合」五個方面，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推進中國和平統一進程，可稱之為「習五條」，
始終遵循着和平統一的原則，為現實中發展兩岸關係
指明了方向和路徑，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央視發表
快評指出，「習五條」是中國和平統一發展的新綱
領。
評論認為，「習五條」不僅宣示了中國和平統一目
標是要推進中華民族復興，也表明，願與台灣各界平
等協商、共議統一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願深化
兩岸經濟文化醫療社會保障等融合發展，為和平統一
創造廣闊空間，同時也嚴正警告，絕不會為任何「台
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
不久前，中國隆重慶祝改革開放 40 周年。這 40 年
不僅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版圖：中國大陸已多
年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全球最為龐大的外匯
儲備，是 12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對象國，對
全球經濟增長貢獻超過 30%。隨着中國回到歷史上傳

統大國地位，如何解決台灣問題，自然是國家重大議
程。

兩岸關係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快評進一步分析表示，觀察過去 40 年特別是最近數
年兩岸關係對台灣的影響，人們應容易理解習近平在
講話中的忠告：「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兩岸關係就
能改善和發展，台灣同胞就能受益。背離一個中國原
則，就會導致兩岸關係緊張動盪，損害台灣同胞切身
利益。」
去年底台灣地區縣市鄉鎮公職人員選舉給民進黨致
命打擊：島內 15 個市縣執政權被國民黨獲得，它只守
住 6 市縣，國民黨籍議員在 22 縣市「議長」選舉中贏
得 19 席。事實上，無論誰在台灣執政、在哪裡執政，
長遠看，都離不開大陸的發展。快評最後指出，「習
五條」為兩岸務實合作指明了方向。習近平提出，要
積極推動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打造共同市場，兩岸
要應通盡通，甚至可以「率先實現（台灣）金門、馬
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隨着
兩岸經濟關係的深化和融合，統一在某種程度上就會
「水到渠成」。換句話說，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將為
中國和平統一創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