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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台「立院」通過「台美恢復『邦交』」提案 敦促國民黨勿損中華民族根本利益

：兩岸事絕不容任何外部干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台灣立法機構會議昨日通過
國民黨團提案增列的兩項討論事項，即「請求美國協助抵抗中共」、
「台美恢復『邦交』」有關決議案，要求民進黨當局在這兩項事項上積
極行動。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昨日晚間回答記者查詢時表示，兩岸的事
是兩岸同胞家裏事，絕不容許任何外部干涉。中國國民黨有關人要明辨
是非，不要做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事。

據台媒報道，國民黨立法機構黨團在
昨日舉行的機構會議提出，鑒於解

放軍連續 15 天派軍機「擾台」，民進黨
當局應積極說服美國依其「與台灣關係
法」的精神，將大陸舉動視為對西太平洋
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並以「外交」、
經濟與安全防衛等方式協助台灣抵抗；及
民進黨當局應以美國與台灣恢復「邦交」
作為對美「外交」目標，並積極推動。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6 日晚間在回答記
者查詢時表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不可改變的歷
史和法理事實。我們堅決反對任何製造所
謂「台灣獨立」、「兩個中國」或「一中
一台」的分裂行徑。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
的家裏事，絕不容許任何外部干涉。
朱鳳蓮指出，當前造成台海形勢複雜
嚴峻緊張的根本原因是民進黨當局勾連外
部勢力，不斷採取「台獨」分裂挑釁行
動，島內有識之士和負責任的政黨對此都
應清醒認識、高度警惕、堅決反對。任何
違背一個中國原則、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
益的言行，都將遭到全體中華兒女的堅決
反對。中國國民黨有關人要明辨是非，不
要做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和兩岸關係和
平穩定的事。

專家：國民黨迎合民粹需求
據台灣媒體報道，針對國民黨團提出
的兩案，民進黨並未表達反對，決議案經
列報告事項並完成宣讀後已順利通過。全
案在完成宣讀後通過並交相關單位研究處
理。對此提案，台行政機構負責人蘇貞昌
昨日上午受訪時聲稱，台灣與美國從有
「外交關係」到沒有「外交關係」，都是
國民黨搞的。民進黨民意代表許智傑則批
評，國民黨精神錯亂了吧？台灣基進黨民
意代表陳柏惟笑說，支持！但國民黨要具
體描述如何先讓中美斷交；民進黨民意代
表羅致政認為，若國民黨真心要推動這兩
案，請用行動來證明他們是認真在譴責與
反制大陸的「挑釁」。

台灣問題專家、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
究院兩岸研究所所長朱松嶺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國民黨此舉說明，
國民黨在江啟臣擔任主席後，正在企圖把
國民黨轉型成一個選舉機器。「國民黨正
在逐步迎合島內民粹需求，只要有利於提
升自己的關注度和支持度，就去提這種類
似的法案和議題。可以說，這個提案也是
國民黨轉型後一個代表性的提案。」
美國大選在即，特朗普提出自己尚有
所謂的「十月奇跡」，是否與國民黨提出
相關提案有關。朱松嶺分析，美國大選所
剩時間不多，不排除特朗普再打台灣牌助
推自己大選的可能性。國民黨是次做法未
必與特朗普的做法有關，主要還是基於實
現自己的政黨轉型，但是，在這個過程
中，國民黨也有迎合美國，希望得到美國
重視，提升自己支持度，為未來選舉做準
備。

■解放軍某合成旅近期組織瀕海訓練。圖為搶灘登陸演練。

影響：喪失兩岸關係安全閥作用
國民黨此舉對兩岸關係會產生什麼影
響？朱松嶺表示，國民黨的做法已經失去
原有的原則性，也喪失了此前兩岸關係安
全閥和防火牆的作用，對兩岸關係產生影
響。「不過大陸方面早就清楚，也提早做
過預判，目前看起來影響也不是很大。」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張文生表
示，國民黨團之所以在此時提出上述提
案，其一是為了向台灣民眾展示國民黨
「愛台保台」的決心，展現出自己「愛台
保台」的形象，與民進黨競爭「愛台」的
論述權。其二則是出於政黨政治鬥爭的考
量。但無論基於什麼考慮，這兩項都是
「台獨」性質的提案，必須強烈譴責。
至於立法機構會議無異議通過相關提案
的實際意義，張文生認為，無論是「台美
復交」還是美軍協防台灣，都不是台灣自
己說了算的事情，而更多地取決於美國。
很大程度上講，這只是台灣一廂情願的想
法，只要美國不點頭，無論立法機構再怎
麼「獻媚」，也只是一場「單相思」。

美教授國會工作時親耳聽到：

「台獨」引起兩岸戰爭 美不會管

國民黨玩火 拿全體台灣人作賭注
中國國民黨立法機構黨
團昨日提出兩項公決案，
內容是要求台灣當局盡快
促成與美國「復交」、並
請求「美國協助抵抗中
共」。兩案在立法機構逕付二讀（跳過委
員會，由院會審查），朝野黨團無異議，
不經表決照案通過。國民黨提這個「準台
獨」公決案，居心何在？

$

提案是給民進黨難堪？
國民黨是不是「真心」提出這兩項公決
案？台灣師範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曲兆祥
昨日接受記者採訪時直言，如果是真心的
話，國民黨在馬英九執政時期就可以做，
為什麼要拖到現在才提？實際上，這兩案
可以說是國民黨的「戰術運用」，其主要
目的就是希望能凸顯民進黨的言行不一。
曲兆祥進一步分析，這兩案其實是「準
台獨」的提案，只有主張台灣是一個「主
權獨立的國家」，才會有「台美建交」的
問題。「台獨」是民進黨長久以來的基本
主張，立法機構馬上要成立所謂的「修憲

委員會」，再加上前段時間外事部門負責
人吳釗燮對「台美建交」踩剎車，國民黨
就趁機按照民進黨所希望達成的目標來提
案，看他們能否做到？有一點故意給民進
黨難堪的意味。
曲兆祥直言，國民黨有組織、有主席也
有經費，唯獨缺乏、也是政黨構成要素中
最重要的一部分：「魂」，也就是政黨理
念。現在的國民黨已經沒有思考能力，只
剩下最基本的「刺激反應」。吳釗燮對
「台美建交」踩剎車，就是給國民黨的刺
激，提出兩案就是國民黨的反應，至於後
果是什，在國民黨看來，這是執政黨民
進黨應該負責的，國民黨只管「放火」，
至於「滅火」還是任其燃燒，都不關國民
黨的事。
據了解，台灣立法機構議案審議有「三
讀」的立法程序。國民黨昨日的提案在逕
付二讀後通過，按照程序，接下來就將面
臨「第二讀會」。曲兆祥解釋稱，如果法
案在「第二讀會」通過，那麼幾乎就已經
立法了，因為「第三讀會」只能對文字和
標點符號進行更改。因此，真正的「決戰

台商江蘇築夢十載
打造「蝴蝶蘭王國」

■美國紐約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熊玠。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評社報道，對
於兩岸若真的開戰，美國會不會派兵協防
台灣的問題，現任美國紐約大學政治系終
身教授熊玠在一場線上講座時表示，當年
制訂「與台灣關係法」時聽起來是為「保
護台灣」，但當時他在美國國會工作時曾
親耳聽到，「如果兩岸衝突是由於搞『台
獨』所引起戰爭，美國不會管。」
報道稱，熊玠近期在美國華盛頓舉辦
的一場關於「當前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前
景」的智庫線上講座表示，美國國會現在
不斷推動一些所謂「友台法案」，其實是
為了自身利益考量，美國打不打台灣牌，
台灣沒有任何主動權。

指
「美嚴肅表態，有立法記錄」
熊玠舉例稱，當初「與台灣關係法」制定
時聽起來是「保護台灣」，但並非無先決條
件，他說，自己當時在美國國會工作，曾親
耳聆聽到，「如果兩岸衝突是由於『台獨』
所引起戰爭，美國不會管」，他說：「這是
嚴肅的表態，是有立法記錄的。」

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依靠美軍支持 癡人說夢
熊玠又表示，美國現階段的國策「不
希望中國統一，也不支持台灣獨立」，這
最符合美國利益。而要搞「台獨」，又想
依靠美國的軍事支持，他認為就是癡人說
夢。
熊玠教授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獲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現任美
國紐約大學政治系終身教授，兼任該校政
治研究所主任，美國當代美亞研究中心主
任。台灣中時新聞網稱，據公開資料顯
示，熊玠過去與美國前總統卡特、里根有
一定交往，且與美國國會有密切關係，曾
在1979年參加起草「與台灣關係法」。
國台辦發言人此前多次表達嚴正立
場，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
屬一個中國。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
容任何外來干涉。中國的國家統一、民族
復興是歷史大勢，是任何力量阻擋不了
的。「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是絕
不會得逞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在日本切花市場，我們的蝴蝶蘭佔
有率達到了35%。淮安蝴蝶蘭就像富
士蘋果一樣有名。」提起蝴蝶蘭，台
商黃耿達臉上滿是笑意。這個「十
一」假期，黃耿達選擇宅在江蘇淮安
家中，除了和家人團圓之外，他的重
心仍然是打理他的「蝴蝶蘭王國」。
■提起蝴蝶蘭，台商
走進黃耿達的台灣特色蝴蝶蘭生產
黃耿達臉上滿是笑
基地，一株株盛開的蝴蝶蘭如彩蝶飛
意。
網上圖片
舞，紅龍、大辣椒、青蘋果、小孔雀
等品種絢麗綻放，五彩繽紛，姿態各異。
2010 年，黃耿達跟隨父親的腳步，踏上江蘇淮安的土
地。新的城市，意味着一切都是從零開始。
黃耿達說，淮安兼有南北氣候特徵，溫度、濕度適中，特
別適合蘭花生長。這些年，他們也一直致力於蝴蝶蘭品種的
引進和栽培。
「我們從一開始的1萬多平方米，做到了現在的11萬多平
方米，大概一年出口 300 多萬枝花到日本，營業額達 6,000
萬元人民幣。目前，這裏是全亞洲最大的單體蝴蝶蘭基
地。」黃耿達說。
黃耿達的蝴蝶蘭主要銷往日韓，淮安臨近港口，用水運的
方式運輸蘭花，既便捷又降低成本。
黃耿達還請來台灣的「智囊團」，在台灣農業博士吳晉東
等人的幫助下，他們開始改進技術，延長花期，改良品種。
今年受到疫情影響，黃耿達的企業受到了不小的衝擊。在
繼續開拓海外市場的同時，他開始將適銷對路的出口產品投
入國內市場。「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加上節日消費市場的
需求，銷量不愁。」
疫情暴發後，淮安第一時間出台「惠台企9條」等措施，舉
辦台商座談會等服務活動，幫助受疫情衝擊的台企快速「回血」。

點」是在下一次立法機構會議的「第二讀
會」。
至於法案是否會通過？曲兆祥指出，先
不談美國是否願意與台灣「復交」，台灣
自身就存在疑問。該案帶有「準台獨」意
味，雖然現在支持「台獨」主張的台灣人
比過去多，但也還未過半數，法案若最終
通過，很可能會造成非常大的內部衝突和
對立。與此同時，會引發或是授予大陸一
個口實，如果大陸認定這就是「台獨」主
張，很可能就不只是前段時間幾十架次的
飛機飛過來而已了。
民進黨會如何「接招」？曲兆祥說：
「如果我是民進黨黨團幹部，現在的策略
就是拖，只要不把法案排到院會裏，不進
行二讀會，把法案閹割掉，民進黨就沒有
贊成或者反對的問題」。當然，國民黨會
不斷叫囂，這個議題也就變成了兩黨之間
不斷製造新聞的好話題，但這也是拿
2,300 萬台灣人的生命財產和安全來做賭
注，在這過程中如果把大陸惹怒了，那台
灣就是自找倒楣。
■中通社

兩岸青年發展論壇13日杭州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昨
日表示，第三屆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壇將於 10 月 13 日在
浙江杭州舉行。中國國民黨前主席、中華青雁和平教育基
金會董事長洪秀柱將應邀出席論壇。兩岸有關方面嘉賓、
各界青年代表將參加論壇有關活動。

新台幣兌美元升破 29
機械業者歎「白做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媒報道，新台幣兌美元匯率 6 日
升破 29 元新台幣，台灣機械業者歎「白做工」，第四季
已不考慮獲利，只希望維持住業績，撐過今年。
新台幣昨日盤中最高一度觸及 28.71 元新台幣，升 0.31
元新台幣，最低29.00元新台幣，收盤報28.96元新台幣，
升 0.06 元新台幣，不僅突破 29 元新台幣大關，也創下逾 9
年新高。
台灣機械公會和電機電子公會當天成立台灣智慧製造大
聯盟。談到新台幣兌美元匯率，機械公會理事長柯拔希受
訪表示，新台幣突破 29 元新台幣防線，機械業者已經
「白做工」。廠商要賺錢，才有資金投入研發，若無法賺
錢，只能先求生存。許多廠商第四季已經不考慮獲利，只
希望把業績維持住，撐過今年。
他表示，台灣產業靠出口維持發展，匯率波動影響廠商的
國際競爭力。新台幣升值一直是「出口廠商的最痛」，會扼
殺產業發展前景。業界已經很努力，但希望台灣銀行將新台
幣匯率跟隨主要競爭對手腳步，才能維持產業競爭力。
台灣電機電子公會理事長李詩欽則指出，全球因新冠疫
情加快產業升級轉型，台灣也不能安於現狀，需要加快包
括供應鏈和價值鏈兩端的轉型。廠商要持續創新，提升獲
利率，應對匯率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