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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蔡英文日前連任台灣地區領導

人，對此，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昨日回應指出，台灣地區選舉，改變

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他更強調，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

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穩定不可動搖的基礎，「撼山易，撼 『九二

共識』難」。

撼山易，撼「九二共識」難
國台辦：對台大政方針不會變 絕不為「台獨」留任何空間

去年台商對陸直接投資增26.8%

2020年國台辦的首場新聞發佈會上，馬曉光對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進
行了回應。他指出，無論台灣地區選舉結果如
何，我們的對台大政方針不會改變；無論台灣
地區政局如何變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仍是島
內廣大台灣同胞的呼聲和民意。
他續指，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
共識」，兩岸關係就會改善和發展，台灣同
胞的利益和福祉就會得到維護與增進。反
之，兩岸關係就會遭到破壞，台海形勢就會
出現動盪，台灣同胞的利益和福祉就會受到
損害。

搞「獨」是絕路
馬曉光表示，民族復興、國家統一是大勢
所趨，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阻擋不了的。大
陸願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
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
搞對抗沒有出路，搞「台獨」更是絕路。他
強調，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
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
謀，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
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
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
同時，他強調，我們對貫徹落實中央對台

大政方針保持高度的戰略自信和戰略定力。
「我們將繼續堅持 『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基本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繼續團
結廣大台灣同胞，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針對蔡英文勝選之後提出的，所謂「和

平、對等、民主、對話」是兩岸重啟良性互
動、長久穩定發展的關鍵，馬曉光回應指
出，2016年民進黨當局上台以來，拒不承
認「九二共識」，單方面破壞兩岸關係發展
的共同政治基礎，支持縱容「台獨」分裂活
動，阻撓限制兩岸交流合作，挾洋自重，不
斷拋出充斥「兩國論」的分裂言論，肆意攻
擊大陸，煽動兩岸敵意，升高兩岸對抗，這
是導致兩岸關係惡化、協商對話中斷、台海
形勢更趨複雜嚴峻的根本原因。
在馬曉光對此所做的四點回應中，首先指

出，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
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穩定不可動搖的基
礎。「撼山易，撼『九二共識』難」。
其次，「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是台海
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是兩岸同胞利益福祉
的最大禍害，必須堅決予以遏制。他更指，
台海形勢走向和平穩定，兩岸關係向前發展
的時代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

的。最後，馬曉光表示，台灣的前途在於國
家統一，台灣同胞福祉繫於民族復興。「台
灣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台
灣，台灣的前途由全體中國人民共同決
定。」

制度不同不是分裂借口
有記者提出，蔡英文勝選後聲稱，這次選

舉彰顯了拒絕「一國兩制」，堅持所謂「主
權及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對此，國台辦
發言人馬曉光回應指出，制度不同，不是統

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借口。「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
針，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
他表示，40年來，「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是大陸始終堅持對台的基本方針。「在
這一基本方針指引下，我們打破了兩岸的隔
絕狀態，開啟了兩岸的協商談判，實現了兩
岸 『三通』，形成了兩岸同胞大交流大合
作的局面，兩岸關係的歷史面貌發生了深刻
的變化。」
馬曉光指出，和平統一，最符合兩岸同胞

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一國兩制」最能
照顧現實、尊重差異、保障台灣同胞的利益
福祉。他續指，「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
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的現實情況，會充
分吸收兩岸各界的意見建議，會充分照顧到
台灣同胞的利益和感情。
他更指，民進黨當局領導人在這次台灣地
區的選舉過程中，蓄意栽贓抹黑大陸，煽動
對大陸的敵意，在兩岸同胞之間製造隔閡、
對立和對抗，謀取政治私利，損害的是台灣
同胞的發展機遇和利益福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在2020年
首場發佈會上回顧2019年兩岸關係時指
出，2019年1月至11月兩岸貿易額為
2,070.6億（美元，下同），大陸仍是台
灣最大出口市場。初步統計，2019年兩
岸人員往來約900萬人次，台胞來大陸
超過600萬人次。他強調，儘管民進黨
當局和「台獨」勢力不斷干擾阻撓，但
兩岸同胞開展交流合作勢頭不減，依然
熱絡。

他表示，2019年，廣大台灣同胞對
加強兩岸交流合作的期待與民進黨當
局的限制打壓形成了強烈對比；兩岸
人員往來、各領域交流合作發展的勢
頭與民進黨當局的倒行逆施形成了強
烈反差。他稱，大陸持續出台關於進
一步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一
系列政策措施，為台灣同胞來大陸學
習、工作、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並
積極鼓勵、支持兩岸民間各領域交流
合作，舉辦了一系列受到台灣同胞歡

迎的交流活動。
談及經濟方面，馬曉光稱，去年兩岸

貿易額再度突破2,000億美元。他指
出，台商台企持續看好大陸經濟發展與
營商環境，對大陸直接投資同比增長
26.8%，台商投資項目同比增長7.9%，
截至2019年11月底，累計批准台資項
目111,955個。此外，大陸積極組織台
商台企參與「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等國家
重大發展戰略，取得新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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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
社報道，由於中國國民黨
在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
人及「民代」選舉中失
利，黨主席吳敦義昨日率
副主席、秘書長及一級黨
務主管以上重要幹部向中
常會提出請辭案，並獲通
過。
當天下午的國民黨中常

會通過吳敦義請辭案，還
決議在完成新主席補選
前，由中常委林榮德出任
國民黨代理主席、中央政
策會執行長曾銘宗擔任代
理秘書長。
吳敦義在會上致辭時

向全黨表達歉意。他表
示，「選舉」未能勝
選，「民代」選舉席次
也沒能達到 60 席的目
標，他愧對職責，要負
應負的責任。
據悉，國民黨主席補選

預計在3月7日舉辦。

「不可否認的是，大陸日
益 受 到 台 灣 青 年 教 師 重
視。」正在召開的湖北兩會
上，湖北省政協常委、台盟
盟員胡霜紅表示，希望多方
努力促進台籍教師深度融入

大陸。
近年來，越來越多台籍教師選擇來大陸高

校執教。以湖北為例，截至2019年底，在
鄂任教台籍博士已逾百名。位於鄂東的黃岡

師範學院，用時一年半引進台籍博士 25
名。

胡霜紅通過對在鄂近百名台籍教師問卷調
查發現，許多台籍教師在學術上有所建樹，
一些甚至成為學科帶頭人，部分在湖北安
家。但在深度融入方面，還存在專注於個體
發展，課題申報及論文寫作語言表述「水土
不服」等問題。

「深度融入有一個過程，也需要多方努
力。」胡霜紅建議，台籍教師可通過旁聽名

師教學課堂，主動與大陸同事合作，增強教
學及科研能力；通過多結交大陸朋友，主動
融入當地生活，多接觸當地經濟產業和各類
政府及社會機構，促理論與實踐結合。

她還建議，大陸高校要盡量引入在本地有
一定淵源和社會關係，父母、配偶、子女等
主要親屬願意隨遷的台籍教師；對新引進台
籍教師設定相應「保護期」，保護期結束後
實行同等競爭；要多撮合兩岸教師組建課題
研究組。

她呼籲，政府部門要主動歸納整理台籍教
師可享受的同等待遇，出台具體實施辦法；
要定期舉辦新老台籍教師見面會，通過「以
老帶新」增進台籍教師對制度差異的了解；
要面向新引進的台籍教師舉辦職前培訓。

湖北經濟學院台籍教師黃志偉用時3年，
從講師晉升為副教授。他建議說，融入大陸
最重要的是要有包容、開放的心態，多走多
看多交流。他表示，台籍教師應發揮橋樑作
用，為促進兩岸交流多作貢獻。 ■中新社

「反滲透法」是不折不扣惡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2019年12月31日台立法機構通過「反滲透
法」，據台媒消息稱，民進黨當局於昨日正
式公佈「反滲透法」。對此，國台辦發言人
馬曉光指出，「反滲透法」是一部不折不扣
的惡法，它鉗制台灣同胞的自由意志，剝奪
台灣同胞進行兩岸交流的權利。「這個惡法
或許能危害一時，但它阻擋不了兩岸同胞要
交流、要合作、要發展的人心和大勢。」
他更表示，不管台海局勢怎麼風雲變
幻，大陸推動兩岸民間交流的政策和舉措
不會停、不會斷、也不會少。「在這個基
礎上，怎麼去反制 『反滲透法』對兩岸交
流的破壞，我想，台灣同胞首先也要 『自
救』。」他同時表示，自己不相信台灣同
胞多年追求「民主自由」，會任由這樣一
部「惡法」捆住手腳。
有記者表示，在陸部分台青反映稱因擔
心牽涉「反滲透法」，讓不少大陸投資者
對投資台青創業持有觀望態度。對此，馬
曉光則回應表示，若記者所說情況屬實，
只能進一步證明，「反滲透法」就是一部

不折不扣的「惡法」，正在破壞台灣青年
的好事。他指出，大陸將繼續落實好各項
惠台措施。「誰在真心實意幫助台灣青
年，給他們發展機遇和空間，誰在不斷損
害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終究會明白。」

陸絕不放棄台青
有記者指出，此次選舉中所謂「芒果

乾」效應得以延伸，即30歲以下選民投票
率大增，有人甚至認為年輕一代並不贊同
國民黨的兩岸路線和「九二共識」。對
此，馬曉光亦做出回應稱，「九二共識」
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它
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性質，規範了協商
談判要處理問題的性質。
他表示，我們都是中國人，大陸和台灣

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如果兩岸對話協商、
兩岸關係的發展沒有建立在「九二共識」
基礎之上，就會出很大問題。所以，「九
二共識」是不可動搖的。
自2016年以來，大陸本着「兩岸一家

親」的理念，持續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為廣大台灣同胞特別是年輕人來大陸提供
同等待遇，享受大陸發展機遇。馬曉光認
為，這些年來，來大陸就學、工作、就
業、創業的台灣青年越來越多。「這說明
我們的政策是有效果的，是用對了地方。
否則，為什麼民進黨當局對 『31條措施』
、『26條措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他稱，我們始終認為，青年是中華民族

的未來，兩岸青年應該多交流、多溝通，
對於台灣青年人我們絕不會放棄，將通過
持續不斷的交流，持續不斷出台一系列政
策措施，為兩岸青年人增進相互了解，增
進對兩岸關係的正確體悟，增進對大陸更
加客觀、正確的認識。馬曉光相信，「綿
綿用力、久久為功」，兩岸同胞包括兩岸
年輕人會越走越近，越走越親。

鄂政協委員倡助台教師深融陸校
��$

■近年來，越來越多台籍教師選擇來大陸高
校執教。圖為台籍教師黃英明在為學生授
課。 網上圖片

■「反滲透法」
鉗制台灣同胞的
自由意志，剝奪
台灣同胞進行兩
岸交流的權利。
圖為早前多個黨
派與團體集會表
達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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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大陸仍
是台灣最大出
口市場。圖為
早前台灣中小
企業集聚區標
準廠房及配套
設施建設項目
在廣西開工建
設。

資料圖片

■國台辦指
出，堅持體現
一個中國原則
的「九二共
識」，是兩岸
關係和平穩定
不可動搖的基
礎。圖為多個
團體組織在台
北集會，堅決
反 對 「 台
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