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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兩岸智庫聯誼會參訪團一行
到上海參訪，與上海的台灣問題專
家學者就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進行研討，與上海專家學
者進行交流，也為和平統一提供「兩制」台灣方
案的香港經驗。這樣的研討活動今年不斷有來，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重要時
刻，也就是說，海峽兩岸分治已經走過了70
年。習近平主席1月2日的講話，與會者都一致
認為，實現兩岸統一的最佳時機正到來。兩岸走
向統一，正從「一定要解放台灣」、「反獨促
統」、到實質推進「兩岸統一」。

新中國建立之初，統一祖國就擺上議事日程，
只不過那時強調的是「一定要解放台灣」！
1992年，中國國民黨同中國共產黨達成「九二
共識」，有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認識，為台海
和平奠定了基礎。雖然，大陸從沒承諾放棄武力
統一台灣，但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台海有
和平，使兩岸可以走向統一，形成兩岸歷史性走
向統一的最佳狀態成為可能。不過，這數十年
來，兩岸交流、交往幾經波折。大陸的態度是一
貫明確，爭取和平統一，決不放棄武力，並耐心
地以發展等待機遇。而台灣內部意見雜陳，從未
一致。「台獨」勢力仍囂張，即使是承認「一個
中國」的國民黨也只要維持現狀，推進統一阻力
很大。

不過，今天的現實告訴我們，將和平統一變成
現實的條件正在形成，70年後的今天，推進兩
岸統一的最佳時機到來。兩岸關係，和平統一是
主軸，北京真正掌握了主動權、主導權，兩岸統
一進入實質性操作層面。

習主席講話確定統一方向
今年1月2日，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

周年，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話，講話中
提及「統一」二字超過40次，又強調「台灣人
是中國人」、「兩岸同胞是一家人」、「血脈相
連」等，重點表明大陸方視「一中」為底線，
「兩岸統一」已到了必然且必須實現階段。

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則
是向台灣釋放非常善意的訊號，一方面考慮台灣
現實情況，另一方面透過協商吸收兩岸各界意
見，同時承諾、保證台灣人在統一後各方面的權
益都能獲得充分保障。兩岸由此正式進入實現統
一新時期。

和平統一是台灣唯一出路
習近平主席的講話，歷史性地作出了推進兩岸

統一的宣誓，是兩岸發展推動統一的綱領性文
件。統一的目標更明確，對「台獨」更具威懾。
起碼有幾個方面的重要闡述，對推動兩岸統一奠
定方向。

１，從反「獨」到促統。這些年，反「獨」是
大陸兩岸政策的頭等任務。習近平講話，強調了
統一，統一才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頭等大事，才是
有效反「獨」的根本利器。

２，強調了和平統一是兩岸發展的主旋律，北
京將邁開和平統一的步伐，預示着兩岸將進入直
接推動和平統一的新時代。

３，「一國兩制」是唯一選擇。為統一後的台
灣作制度選擇和保證，台灣人民的生活方式不會
改變。

４，特別警告了「台獨」分子，「台獨」勢
力。今時今日，大陸有能力和實力解決台灣問
題，可以為統一掃清障碍。

隨着中國國力提升，國際形勢的錯綜複雜，加
上台灣內部的因素變化，兩岸當前比任何時候更
具備統一的條件。 過去數十年，大陸是想統一
但條件不成熟，但今天大陸有足夠的經濟、軍事
實力，政治、社會穩定，解決台灣問題，可以擺
上議事日程。現在調轉過來，在未來的歲月裡，
台灣當局面對自身的衰弱，島內人心相背，無法
處理好兩岸關係，台灣就沒有出路。和平統一就
是台灣未來的唯一出路。

紀碩鳴

中國銀保監會於4月17日發表
一篇關於「以全面從嚴治黨開啟

銀行保險監管事業新征程」文章， 深入開展黨
風廉潔管治治理，強化銀行保險機構內部管理和
監管建設工作，以長效的監管機制解決監管重疊
和監管空白的問題。銀保監會成立機構組建工作
領導小組以來，已召開7次黨委會，專題研究打
擊金融違規的落實措施，黨委班子成員更分頭深
入派出機構，加強力度推動機構改革融合，確保
機構與部委間職責清晰，防止貪污腐敗，遏制銀
行保險機構高管違紀違法問題。

內地銀行保險機構發展迅速，近年紛紛拓展至
香港及海外市場，面對全球金融環境複雜多變，
內地金融系統需不斷優化監管制度、不斷深化機
構治理結構，強調金融系統管理的重要性。此
外，銀行保險機構治理結構是十分重要，機構的
董事會獨立性在監督管理層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減低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利益衝突，加強對管理
層的約束和監察。而銀保監會的監管力度能起到
強化的調節作用，一方面是直接加強對機構的監
管，全面從嚴治黨，另一方面引導機構自發增強
公司的治理水平，在政府監管部門引導下實施內
部制度建設，借助機制，長效穩健操作，有效抑
制違規風險。

機構違規問題並不能只從加重刑罰或加強法規
入手，董事和管理層的素質和道德素養同樣重
要。董事會對於監管制度必須履行外，加強董事
的道德操守以謹慎、勤勉盡職行事，加強管治水
平。同時，機構要堅定維護銀保監出台措施，嚴
格遵守監管制度，凸顯銀行保險業服務實體經濟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
險，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屹立不倒。

張思穎 民建聯中央委員 青年
民建聯副主席 全國港澳研究
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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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開啟百年變局中「一帶一路」新階段
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觀察理解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更能夠看出其中的最新特點和時代意義與世界意義。習主席的主旨演

講，不僅全面論述了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理念與對策，開啟

了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行穩致遠的新階段，而且面對巨變的國際形勢，

為解決全球化諸多問題和挑戰，提出了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進步思想和中國方

案。習主席的演講讓世人看到：共建「一帶一路」不僅遭遇了世界大變局，而且

影響了世界大變局，更引導着世界大變局！香港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節

點，更要抓住機遇，貢獻國家，發展自己！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
變局」，這是習近平主席對世界大
勢的敏銳洞察、深刻分析作出的重
大判斷。這個大變局的廣度、深度
及複雜性在過去100年來從未有
過。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戰、反全球

化、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抬頭，都是這個大變局
的產物。

「一帶一路」是機遇之路繁榮之路
在昨日開幕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

峰論壇上，習主席發表題為《齊心開創共建「一
帶一路」美好未來》的主旨演講，其中有兩個內
容最引人注目：一是強調多邊主義；二是宣示中
國將採取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舉措。
世界大變局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保護主義、單

邊主義抬頭。習主席講話特別強調多邊主義。他
說，共建「一帶一路」，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歷史
潮流，順應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時代要求，順應
各國人民過上更好日子的強烈願望。為此，要秉
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宣導多邊主義；要堅持開

放、綠色、廉潔理念，不搞封閉排他的小圈
子；要努力實現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

目標，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規則標
準；要聚焦重點、深耕細作，共

同繪製精謹細膩的「工筆
畫」，推動共建「一帶

一路」沿高
質量發

展方向不斷前進。習主席的講話，代表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的各方，發出了支持多邊主義、建
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共同聲音，開啟了共建「一
帶一路」走深走實、行穩致遠的新階段。

共建「一帶一路」是習主席提出的國際經濟合
作倡議，目的是聚焦互聯互通，深化務實合作，
攜手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風險挑戰，實現互利共
贏、共同發展。事實上，「一帶一路」源於中
國，但機會成果屬於世界，通過互聯互通網路，
各施所長、共同發力，把各方的優勢轉化成共同
發展的合力。在這裡，何曾見到「中國優先」的
話語？倒是「一帶一路」的纍纍碩果顯而易見。
正如習主席所說，共建「一帶一路」為世界經濟
增長開闢了新空間，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搭建了新
平台，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拓展了新實踐，為增
進各國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貢獻，成為共同的機遇
之路、繁榮之路。

「一帶一路」同中國改革開放相輔相成
「一帶一路」本身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

可以說，沒有中國改革開放，就不可能有共建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同中國的改革開放
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習主席在講話中，鄭重宣
示中國將採取一系列重大改革開放舉措，加強制
度性、結構性安排，促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具
體內容包括：更廣領域擴大外資市場准入；更大
力度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國際合作；更大規模增
加商品和服務進口；更加有效實施國際宏觀經濟
政策協調；更加重視對外開放政策貫徹落實。

在美國挑起貿易戰，世界經濟格局風雲變幻、
全球化遭遇

波折面臨嚴峻挑戰的關口，習主席的主旨演講，不
僅向全世界再次作出堅定不移堅持改革開放的重要
宣示，而且闡明了進一步推動開放合作的中國方
案，宣佈了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重大舉措，展
現了當今中國領袖的定力自信和時代擔當。

中國既是「世界工廠」，也是「世界市場」。
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舉措，必將為共建「一帶
一路」注入新的動力，為各國的共同發展帶來更
多的機遇。中國用行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大大加強了國際社會對中國與世界未來發展
前景的信心。

香港發揮優勢貢獻國家發展自己
習主席會見港澳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

指出，共建「一帶一路」是香港新的重大機遇。
在今次論壇上，不僅林鄭特首在「資金融通」和
「地方合作」兩個分論壇的開幕式作主旨發言，
而且每一個分論壇都有安排香港代表團的成員參
與，體現了國家對香港的支持和重視。

香港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又有「一
國兩制」與國際金融、貿易及物流中心的獨特優
勢，更要在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的新階段
抓住機遇，發揮獨特作用，加強與國企和內
地省市合作，面向世界，在投融資、保
險、法律、會計、商貿物流、工程、
管理諮詢等方面以香港所長，
貢獻國家所需，又發展
自己，造福港人！

「明乎此，便知道雨傘運動並非
沒有升級至革命的可能性」。做出

這個判斷的，不是別人，就是4月24日被判即時
入獄16個月的「佔犯」陳健民。這篇題為《革命
的誘惑》的文章，寫於違法「佔中」爆發周年。
通讀全文，陳顯然是不滿被「勇武派」指摘為表
現軟弱，試圖為他在違法「佔中」所採取的策略
辯護——拒絕了「革命的誘惑」，卻由此闡發出
他對違法「佔中」本質的判斷：一場未遂的「顏
色革命」。
陳在文中強調，他們之所以能夠抵抗「革命的

誘惑」，說穿了，是因為他認為「當代許多的革
命是以和平示威所促成的」，而「和平非暴力不
但是爭取民眾支持、令抗爭主流化的手段，更是
贏取部分軍方/警察領袖的同情，造成建制內訌的
不二法門」。他還引述波蘭等地的「顏色革命」
為例，以印證「非暴力抗爭是當代革命的特
色」，也由此論斷他們這些「佔中」搞手的策略
正確。

「佔中」搞手始終都在擁抱「顏色革命」
陳健民試圖與「勇武派」切割，但是他和戴耀

廷自始至終都在擁抱「顏色革命」，都在鼓吹
「非暴力抗爭」，而「非暴力抗爭」這套手法一
旦真的落地生根，那麼香港未來勢必永無寧日。
民進黨創黨元老之一簡錫堦在《弱者的力量》

一書詳細闡述了他所總結的「非暴力公民防禦」
理論及策略，陳健民上述有關「和平非暴力」的
那番話不過概括這套理論而已。簡錫堦隸屬民進
黨新潮流系，但更重要的是，民進黨建黨未幾，

他即接受來自北美的專業培訓，成為「非暴力抗
爭講師」，台灣過去30年所有重大的社會運動，
他幾乎無役不與，經驗相當豐富，因而被「台獨
理論大師」林濁水形容為「非暴力抗爭」運動中
「頂尖的內行」。

以「非暴力抗爭」包裝的「顏色革命」危害大
「1993年及隔年，林哲夫兩度邀請哈佛大學非

暴力抗爭權威學者金·夏普（Gene Sharp）來台
講解群眾性防衛。這是我首次接觸到這門新知
識，十分興奮。」簡錫堦在這本書中記述了他的
師承，林哲夫是領他進入「非暴力抗爭」之門的
師父，著名「顏色革命」理論大師夏普則是他倆
的祖師爺。正是在1993年，夏普正式出版他那本
「顏色革命教科書」——《群眾性防禦：一種超
軍事的武器系統》，赴台交流當然是在華人社區
推廣他這套理論。簡錫堦不僅近年在台灣大力鼓
吹「非暴力公民防禦」，也作為「頂尖的內
行」，應「佔中搞手」之邀，在違法「佔中」籌
備階段多次跨海而來，在校園裡開壇授課，實為
「非暴力抗爭」」落地香港的主推手。《弱者的
力量》一書收錄了他的「香港『非暴力講師研習
營』課程設計」和「訓練綱要」，黃之鋒也寫序
大談參訓感受，承認簡的訓練課程「為香港不少
社會運動組織者打下基礎，這與去年那場震撼全
球的香港『雨傘運動』，實在有着匪淺的關
係」。陳健民也好，黃之鋒也罷，顯然都服膺於
這套「非暴力抗爭」理論，說白了都是夏普「顏
色革命」策略的信徒，深受「顏色革命」的誘
惑。

一場社會運動如何命名，當然玆事體大，因
為爭奪命名權往往是這場社會運動在輿論世界
所打響的第一槍。違法「佔中」爆發次日，有
英國媒體即以「雨傘革命」相稱，《蘋果日
報》隨即跟進，言必稱「雨傘革命」。但是，
反對陣營不敢打正「顏色革命」旗號，正如陳
健民所言，「既冠以革命之名，應涉及以抗
爭，甚至暴力手段推翻梁振英政權和整個政治
制度」，於是他們很快策略性地改口為「雨傘
運動」，只是那些「勇武派」太不聽話太不懂
事，始終「雨傘革命」長「雨傘革命」短。事
實上，「佔中搞手」和「雙學三丑」沒有能力
駕馭住這幫「勇武派」，最終毀了他們的「非
暴力抗爭」千秋大夢。

在「佔中」諸犯案中，法官拒絕接受「公民抗
命」為抗辯理據，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香港社會
不少人甚至部分法官其實都認同或者部分認同
「公民抗命」。對於實施「公民抗命」所採取的
「非暴力抗爭」策略和手段以及其背後的「顏色
革命」邏輯，或許很多人的認知並不那麼清晰。
在當下的香港，法律制度或許還能夠懲治那些破
壞社會秩序的暴力行為，但對於大規模的不合作
運動或者「公民抗命」，又能有怎樣的作為呢？
煽惑「佔中」者已經入獄服刑，但是「顏色革
命」那套理論、策略和手法何時才能被關入籠子
之中？不少年輕人受到煽惑，從事暴力抗爭，變
成煽惑者的炮灰，業已遭到輿論的廣泛批評，但
是那種以「非暴力抗爭」為包裝的「顏色革命」
無疑更具迷惑性，對社會秩序也更具破壞力，其
危害不能不察，更不能不防。

警惕「非暴力抗爭」包裝的「顏色革命」
陳少波 正思香港顧問公司總裁

五角大樓近日通過美國《空軍時報》高調披
露：美空軍第388、419戰鬥機聯隊的F-35隱形
戰機群已由猶他州空軍基地移師飛抵阿聯酋空軍
基地。F-35機群將大大加強美國空軍在該地區的
打擊力量，並實施對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斯蘭國殘
餘勢力等恐怖組織的精準空襲。事實上，對付塔
利班和伊斯蘭國用F-16、A-10等老式戰機已使
對方毫無招架之力，用F-35等同殺雞用牛刀，五
角大樓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針對的是伊
朗、土耳其等不聽話國家，和俄羅斯來個軍事較
量。由於特朗普偏幫以色列，中東已經進入臨爆
狀態，F-35的再次進入，等同點燃「火藥桶」。
2017年12月，美國9架F-35隱形戰鬥機直接

入駐、列裝以色列空軍，據以方披露，以色列曾
經用F-35對敘境內伊朗部隊實施空襲，所至之
處，如入無人之境；敘防空部隊發射了100多枚

防空導彈，但根本無損F-35毫髮。美國媒體更加
公開聲稱是F-35的完美「處女作」。美軍在中東
部署隱形戰機，名為打擊恐怖勢力、保護盟國安
全，實際上是為了中東的石油、美國的利益。

俄羅斯近年對中東的強勢介入，讓華盛頓要敘
利亞總統下台的計劃落空。土耳其和華盛頓交
惡，利比亞各派力量的重新洗牌等等已經讓五
角大樓再也坐不住，於是動用老底來對付伊
朗、土耳其和俄羅斯。美伊關係近期急劇惡
化，兩軍多次在波斯灣針鋒相對，伊朗多次警
告美國不要輕舉妄動，一旦出現任何情況伊朗
將徹底關閉霍爾木茲海峽的石油運輸線路。按
照美軍的作戰傳統，派遣戰機奪取制空權之後
再進行空襲打擊，派遣F-35再次進中東也就成
為美軍的選擇。

面對五角大樓咄咄逼人的態勢，伊朗、土耳其

和俄羅斯決不會無動於衷，三個國家近期連連舉
行會議，商討對付美軍的行動。目前，伊朗空軍
的主力戰機是俄製蘇-30，可以有效執行制空、
反艦作戰任務，但對付F-35仍然略遜一籌。如果
美軍和以色列空軍利用F-35對伊朗發動先發制人
的攻擊，伊朗空軍難以抵禦，因為S-300防空導
彈派不上用場。目前，俄羅斯擁有隱形戰機
蘇-57，但未能正式列裝。中國殲-20隱形戰機
雖然已經形成戰鬥力，但尚未出口他國，五角大
樓就是想利用這個空檔，讓F-35發揮最佳戰鬥
力。

按照美軍的計劃，中東將成為繼亞太和歐洲之
後戰機部署最多的區域。俄專家認為，過往美
國、以色列空襲敘防空部隊獲勝，是因為敘利亞
方面未作好準備，並非俄製武器性能有缺陷，俄
製S-400防空導彈完全可讓F-35喪失優勢。

美F-35入中東點燃「火藥桶」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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