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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局阻兩岸交流嘴臉卑劣
國台辦批下架學生赴陸實習公告 民進黨謀私無所不用其極

有記者問，中國科協自2002年開始發起港澳台大學生暑期實
習活動，其中「玉山計劃」每年邀請台灣學生赴大陸實

習。但台當局教育部門日前發函要求台灣大學和台灣政治大學兩
校將此活動網絡公告下架，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馬曉光作上述
回應。

打壓嚴查正義台媒
馬曉光指出，民進黨當局把兩岸正常的交流交往說成是對台灣
的「統戰滲透」，把島內批評他們施政無方的聲音說成是「假資
訊、假新聞」，把大陸方面為台灣同胞做好事、謀實事的相關措
施說成是對台灣的「威脅」。這完全是顛倒黑白。廣大台灣同胞
會從民進黨當局一系列動作中認清他們謀一黨一己之私、撈取選
舉利益而不惜破壞兩岸關係的本質。
當天新聞發佈會上，多位記者提及民進黨當局開始嚴查所謂跟
大陸「同路」的台媒。
馬曉光回應時說，這是民進黨當局企圖破壞兩岸關係、謀求一
黨一己之私的卑劣行徑。因為兩岸的新聞交流為兩岸關係發展立
下過汗馬功勞，作出過突出貢獻，在溝通兩岸人民的情感、增進
兩岸同胞的了解方面，一直發揮着無可比擬的重要作用。
他強調，正是因為對媒體作用的恐懼，民進黨當局把打壓的黑
手伸向了島內主持正義、反對「台獨」、主張發展兩岸關係的媒
體和人士。他們的這類做法終究不會得逞，廣大台灣同胞具備辨
別是非曲直的基本判斷力。

煽動對抗升高敵意
針對民進黨當局日前稱，台民眾在淘寶網購時可能被收集個人
資料，進而其投票行為會受影響操縱，馬曉光回應表示，這完全
是一種似是而非、無中生有、顛倒黑白、很不負責任的言論。
馬曉光指出，現在民進黨當局不僅對島內加強各種控制，分化
台灣社會，打壓主張發展兩岸關係的人士，製造一種所謂的「綠
色恐怖」，而且企圖轉移焦點，嫁禍於人，拚命煽動兩岸對抗，
升高兩岸敵意。兩岸同胞都不會上當。
馬曉光在發佈會上答問時還指出，我們多次就民進黨當局和
「台獨」勢力的「台獨」言行做出批駁。我們對「台獨」絕不容
忍，也絕不含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岸同胞共同利益的維護
和保障，當然應該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一切與此
相悖的行徑都是徒勞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國台辦發

言人馬曉光昨日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上應詢表示，一

段時間以來，民進黨當局在阻擋兩岸各領域正常交

流往來上無所不用其極，做法很難看，嘴臉很卑

劣。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央社報道，針
對「台灣可能從中美經貿摩擦中受益」的相關言
論，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在例行新聞發佈會
上指出，企圖利用經貿摩擦削弱兩岸經濟聯繫的
想法，可能只會淪為一廂情願。
台灣經濟部門負責人近日稱，中美貿易爭端影

響廠商佈局，正好給了台灣機會。台灣正在推動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通訊產業回流特別快、特別
多。對此，馬曉光說，改革開放40年來，大陸
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成為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第一大市場。我們的經濟發展有着極
大的戰略縱深、韌性和持續強勁的內需動力，世

界各國的企業依然看好大陸作為投資目的地。
馬曉光指出，無論外部環境怎麼變化，我們支

持台資企業在大陸持續發展的態度是一貫的、明
確的。我們已經陸續採取了一些惠及台胞台企的
措施，未來還將繼續出台和完善相關政策，擴大
對外開放，優化營商環境，為台企在大陸發展創
造更多的機會、開拓更廣泛的空間。
馬曉光強調，企業投資是遵循經濟規律的，是

由經濟規律說了算、不是政治說了算。台灣有一
些人企圖利用目前中美經貿摩擦來削弱兩岸的經
濟聯繫，他們的想法可能只會淪為一廂情願，兩
岸經濟合作的大潮和大勢是擋不住的。

挑唆台商「回流」難擋合作大勢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日在北
京回應郭台銘近日有關言論時強
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
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
領土不容分割。
國台辦當天舉行例行新聞發佈

會，針對郭台銘近日的兩岸表述，
馬曉光作上述回應。他指出，「九
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
同政治基礎，雙方都表明兩岸同屬
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
的立場；清晰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性
質，表明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
他進一步表示，台灣與大陸是休

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台灣的前途
在於祖國統一，台灣同胞福祉繫於
民族復興。堅持「九二共識」、反
對「台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是民
族大義，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利
益。對於兩岸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
問題，在兩岸同胞共同努力謀求統
一的進程中，雙方應該本着對民
族、對後世負責的態度，在一個中
國原則的基礎上，共同探索解決之
道。
台當局公投事務主管機關日前就呂

秀蓮提出的所謂「和平中立公投」舉
辦了聽證會，馬曉光在回答記者提問
時再次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堅決反對任何圖謀挑釁一個中國原
則、破壞兩岸關係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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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部門日前發函要求台灣大學和台灣政治大學將大陸邀請台灣大學生赴陸實習的公告下
架。圖為今年2月在上海舉辦的「2019台灣六所高校來滬實習生歡迎交流會」上，台灣大學生和帶
隊老師合影留念。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
日本朝日新聞昨日刊登台北市長柯
文哲專訪，柯文哲表示，他將在南
部高雄展開後援會活動，準備參加
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但他也說，
是正在準備，不見得會付諸實際行
動，要等最後朝野政黨代表參選的
人選出爐後再做判斷。

批蔡「親美抗中」風險很高
柯文哲在這篇專訪中批評蔡英文

是走「親美抗中」路線，認為蔡英
文利用中美對立局面圖利個人或政
黨，這風險很高。柯文哲說自己則
是走「親美友中」路線，要和美
國、中國建立良好關係。
柯文哲預定23日訪問日本，除
參加在富山縣召開的觀光高峰論
壇之外，也計劃到東京考察東京
奧運相關設施，並前往福島縣、
宮城縣等 311大地震災區，了解
重建情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
道）在昨日下午結束的全國台企聯換屆
選舉中，此前呼聲最高的上海市台協會
長李政宏毫無懸念當選為新一屆全國台
企聯會長，這也是華東地區台商首次當
選為台企聯總會長。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記者電話採訪時，李政宏表示，首先要
感謝支持他的人給他機會，這是一種榮
譽，更是責任的開始，他期待帶領台商
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作出更大
貢獻。

台商需要「主動出擊」
李政宏領導下的台企聯領導班子也是

史上最年輕的團隊，其務實作風從他對
記者談到的當選感言中初現端倪。他
說，接下來要把全國台企聯打造成更好
的平台，務實為台商們增進福祉。還將
多方面傾聽台商訴求，比如惠台政策還
有哪裡不夠好，哪裡的台商在經營上遇
到了問題等等，都會竭盡全力幫他們向
有關部門反應，落實解決。
更重要的是，台企聯也應該帶領台商

們「主動出擊」。他說，國家現在推出
一系列新的戰略規劃也受到台胞們的高
度關注，包括「一帶一路」倡議、粵港
澳大灣區、長三角一體化等等，很多台
商都想參與其中。作為台企聯，會主動
了解他們的訴求，然後與相關部門溝
通，為台商爭取更多機會。
同時，也要鼓勵各地台協，結合各自

當地特色和優勢，開展形式多樣的兩岸
交流活動。比如，有些地方青創比較
強，有些地方金融較發達，有些地方尚

待開發等等，有針對性地為他們提供幫
助。

推動家鄉「走出去」
今年52歲的李政宏於2015年當選上海

市台協會長，也是史上最年輕的上海會
長，並於去年成功連任。談到接下來如
何兼顧上海和全國的工作，他笑言會短
暫兼任一陣子，一直到上海選出新的會
長。他特別強調，上海的台商人才濟
濟，相信無論誰當選都一定會幹得比他
好。
出生於高雄的李政宏，目前也是高雄

市兩岸小組成員，並多次主張加強高雄
與上海經貿合作。此次當選為總會長
後，他也不忘提到自己的家鄉，並重申
將持續推動自己的家鄉「走出去」，加
強與大陸交流。就在上個月，也是在他
的努力下，上海市台協的赴台大學生招
聘會首次從台北移師高雄舉辦。他說，
這也是為回饋家鄉略盡薄力。未來，更
多的交流活動會在兩岸展開，因為在他
看來，在當前兩岸關係面臨挑戰時期，
加強交流是促進民心相通的重要方法，
台商們有各自的資源，在這方面應該有
所作為。

發揮橋樑紐帶作用
在談笑間，李政宏反覆強調的就是

「加強交流」。眾所周知，蔡英文拒不
承認「九二共識」開始為兩岸關係帶來
諸多阻礙。在李政宏看來，一直以來，
台商在兩岸間發揮着獨特的橋樑和紐帶
作用，如今更要發揮自己獨特優勢，適
時推動或者自己舉辦各種形式的兩岸交
流活動，讓更多台灣同胞能到大陸來看
看。
據他所知，島內尚有很多人沒有來過

大陸，他們因為不了解或了解不全面，
容易對大陸產生誤解，對大陸的政策產
生歧義認識。因此，需要多做工作消除
這部分人的隔閡，創造條件讓更多人登
陸走走。讓他們認識到，兩岸同胞血脈
相連，應該攜手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
興作貢獻。

李政宏掌全國台企聯：
務實推動兩岸交流

柯文哲稱準備參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國
民黨昨日下午召開中常會，正式通過台灣
地區領導人選舉提名特別辦法與相關要
點，確定本次初選採全民調，並由提名協
調小組負責初選人選評估、徵詢、協調；
辦法中的特別規定，為鴻海集團董事長郭
台銘、高雄市長韓國瑜參選解套。
國民黨中常會當天下午通過2020年台

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候選人提名特別辦法、
作業要點和時程。辦法中特別規定，提名
協調小組會了解主、被動參選人的意願，
只要同意被納入民調者，即須繳納新台幣
500萬元（約合港幣126萬元）的選務作
業費，且只要有繳費，即被視為確認參
選。辦法也規定，參與初選的黨員資格，
不受入黨或恢復黨籍滿4個月才可參加黨
內初選限制。這兩項特別規定，被視作為
將郭台銘與韓國瑜納入初選而設。
國民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吳育升在接受記
者採訪時證實這項說法。他表示，郭韓二
人在黨內民調領先，面對2020選舉關鍵之
戰，國民黨必須以擊敗民進黨取得勝選作
為最高目標，因此沒有理由不推出最強候
選人，這樣也符合國民黨支持者期待。

電視演講取代辯論會
對於7月28日才通過候選人提名，比國
民黨往年時程要晚，吳育升解釋，這是針
對本次選舉複雜形勢的舉措。首先考量到
國民黨今年特殊情況，參選者眾多，且主

動、被動都有，需要一定時間協調；其次
民進黨當前陷入內鬥漩渦，蔡賴之爭懸而
未決；因此儘管國民黨提名時間比往年都
要晚，但其實是因應此次選舉複雜的大環
境下「謀定而後動」的策略。

民調採住宅電話訪問
郭台銘日前受訪時曾多次表態支持民

調納入手機樣本，且應舉辦辯論會。不
過國民黨最終敲定民調部分由5家民調公
司執行，採家戶電話訪問，每家樣本數

不得少於3,000個。6月23日至7月4日在
北、中、南辦理執政願景電視發表會，
取代政見辯論會。
吳育升表示，台灣選舉史上，尚沒有黨
派採用過手機民調，民調納入手機樣本容
易失真，未必能真實反映民意；且國民黨
民意代表初選民調也採用住宅電話，應保
持一致性。至於辯論會，他說，雖然國民
黨未能舉辦，但若是民間媒體主動籌辦，
邀請國民黨參選人參與辯論，黨中央樂見
其成。

國民黨採全民調 為郭韓參選鋪路

■上海市台協會長李政宏當選為新一屆
全國台企聯會長。 網上圖片

■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正式通過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提名特別辦法，確定本次初選採全
民調，為郭台銘、韓國瑜參選鋪路。 網上圖片

國民黨黨內初選時間表
6月10日：公佈初選者名單

6月23日至7月4日：舉辦執政願景電視發表會

7月5日至15日：執行民調

7月16日：公佈民調結果

7月17日：將提名名單報請中常會核備

7月28日：黨代會上正式通過提名

■資料來源：中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