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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台海新聞

台模擬蔡撤離 國台辦：不“獨”何懼
“以武拒統”徒增傷害 促重回“九二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

報道）台灣軍方近日模擬大陸對台進

行“斬首行動”，展開了對台灣地區

領導人乘直升機撤離的演習。對此，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下稱“國台

辦”）發言人安峰山22日在發佈會

上犀利回應稱，如果你不搞“台

獨”，有什麼可怕？他指出，台灣當

局應該認清形勢，回到“九二共識”

的基礎上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維

護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

近六成台民：蔡兩岸立場損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民進黨

蔡英文上任以來，儘管對自身處理兩岸問

題的態度顯得信心滿滿，但是台灣民眾卻

是憂心忡忡，根據《美麗島電子報》22日

公佈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有47.5%的民眾

認為蔡英文的兩岸關係立場和做法對台灣

安全不利；更有高達55.9%民眾認為蔡的兩

岸政策不利台灣經濟發展。

據悉，這項民調由《美麗島電子報》

委託台灣指標民調前總經理戴立安進行，

民調分3大項，分別是民眾對蔡英文兩岸政

策的態度、對兩岸談判政治基礎的態度，

及對蔡處理美國、大陸和台灣三邊關係的

信心度進行問卷調查。

首先，在問到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對

“台灣安全”有利或不利？認為有利或很

有利的佔30.7%；認為不利或很不利的高達

47.5%；不知道或者未回答有21.8%。

民調進一步詢問民眾，“您認為到目

前為止，蔡英文對兩岸關係的立場和做

法，對台灣經濟整體來講是有利、或是不

利？”其中，認為有利僅25.4%，認為不利

的則達到55.9%，兩者差距達30.5個百分

點，另有18.7%未明確表態。 若以政治立

場交叉分析，在泛綠選民部分認為“有

利”的為 47.8%，認為“不利”也有

39.7%。

至於詢問蔡英文應不應該和大陸進行

談判，協商未來兩岸關係的共同基礎，有

65.6%的民眾認為應該，15.2%認為不應

該。經交叉分析發現，愈年輕的民眾，愈

認為蔡英文應和大陸協商，比例高達

74.7%；民進黨的支持者當中，有高達

62.6%的人認為應該；時代力量的支持者更

高達76.5%，國民黨支持者則是79.9%。反

映台灣內部不分藍綠，都認為蔡英文應和

大陸當局協商。

另外，當問到如果美國和大陸在貿易

或軍事方面發生衝突，“您對蔡英文政府

面對危機的應變能力有沒有信心？”表示

“很有信心”的人僅有10.8%，“算有信

心”的27.8%，兩者合計僅占38.6%，不到

四成；而“沒什麼信心”、“很沒信心”

比例則達到 49.4%，不知道或未回答

12.1%。

當局以拖待變 民眾憂心忡忡
針對上述調查結果，《美麗島電子

報》董事長吳子嘉表示，民調已經證明蔡

當局的“國安”及兩岸團隊非常不及格，

他批評，蔡當局對兩岸關係所採取的策略

是“不動如山、以拖待變”，這是非常無

能和不負責任的做法，如果不能改弦更

張、積極面對問題，將來恐怕會陷入更大

的危機。

民進黨大老、政論家林濁水則針對調

查結果撰文指出，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無

法走出困境的不滿情緒有所上升；即使在

綠色陣營，也有近四成的人認為蔡英文的

兩岸政策不利於台灣經濟發展，說明台灣

社會內部主流民意還是希望兩岸關係繼續

維持和平穩定的發展態勢，不希望綠營重

返執政後徹底搞壞、搞砸兩岸關係。

專欄作家陳淞山發表評論指出，兩岸

問題是蔡英文的遠慮與近憂，是揮之不去

的政治罩門，必須未雨綢繆盡早準備因應

的對策。

此外，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發展與經

濟問題連結的焦慮感，以及接受“一中”

原則進行兩岸談判的政治需求正在逐漸拉

高，蔡英文“被促談”的壓力會愈來愈

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北地方

法院22日就台鐵爆炸案對被告林英昌進行一審

宣判，依殺人未遂罪判處其20年有期徒刑，依

製造炸彈罪判處10年6個月，合併應執行30

年。全案仍可上訴。

去年7月7日晚，台鐵1258次區間車在即

將停靠台北松山車站時發生爆炸起火，造成25

人受傷。案件一度引起民眾恐慌。

警方調查發現，傷者之一的林英昌有重大

嫌疑。50多歲的林英昌疑因患癌、求職不順等

原因，在台鐵列車上引爆自製的火藥。

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去年11月17日偵結案

件後，依涉犯殺人未遂及公共危險等罪嫌，對

林英昌提起公訴，建請法官從重判處30年有期

徒刑。

另據台媒報道，林英昌22日出庭聽判，全

程表情木然。

法院此前開庭審理期間，林英昌曾辯稱是

自殺，沒有殺人犯意。

台鐵爆炸案被告囚30年

安峰山表示，大陸一直致力於兩岸關係的

和平發展和台海和平穩定。“我們推進

國防建設和軍隊發展，是為了維護我們的主

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需要。”他指，“我們

多次講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台海和平穩定

的根本保障，而‘台獨’勢力及其分裂活動

則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換句話說，

如果你不搞‘台獨’，你有什麼可怕的？”

蔡揚言尋求互動新模式
民進黨民意代表郭正亮近日在接受採訪

時曾稱，蔡英文提出按照所謂“憲法”和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關係，已

經含有了“一中元素”，這已經是蔡英文當

局的“極限”。同時有記者指出，已注意到

蔡英文提出要尋求互動新模式，並且放話今

年下半年是調整兩岸政策的較好時機。

對此，安峰山表示，自己並未看到有關

言論，但大陸在當前兩岸關係問題上的基本

立場是非常明確的，堅持體現“一個中國”

原則的“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基石，也是兩岸開展接觸和互動的一個基

礎，同時也是大陸檢驗台灣當局所謂善意的

一個試金石。

台擠壓民用預算投軍備
安峰山續指，只有台灣當局能夠回到承

認“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一中”這

樣的立場上來，兩岸才有開展互動的政治基

礎，才能夠開展接觸互動，兩岸關係也才有

條件重新回到和平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

另有台媒報道，蔡英文當局啟動製造戰

機的政策引發質疑。

有台灣防務部門的官員指出，維持兩岸

政治穩定才是維護台海和平的關鍵，而非將

資源投入製造軍備當中，擠壓其他民事部門

的預算，動搖台灣的根本。

對此，安峰山亦回應指出，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才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根本保障，而去

搞“台獨”，搞分裂，這與台海的和平是背

道而馳的，任何“以武拒統”的行為，只會

給兩岸同胞造成巨大的傷害，而這樣的作為

也必將遭到兩岸同胞的堅決反對，是不可能

得逞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台灣前海軍艦長日前發文稱，軍事界推測美軍

計劃對台出售薩德系統，美國可能利用台灣人

民的恐懼，通過軍售拉攏台灣，擴大形成東亞

的“小北約”。針對此言論，安峰山22日指

出，此為一個捕風捉影的猜測性報道。他再次

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我們堅決反對

任何國家對台軍售，或是與台灣搞軍事合作，

這一立場是眾所周知的。

日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前處

長楊甦棣透露，AIT（美國在台協會）台北新址

今年落成啟用後，美方將派陸戰隊駐守負責安

全維護，這是對台灣朋友表達“承諾”的象

徵。

對此，中國外交部已在17日回應指出，

中國一貫反對美台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希

望美國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遵守中美三

個聯合公報，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2017年是“二二八”事件發生70周

年，有報道指出，每年到了2月28日前

後，台灣島內有些人都要藉機炒作一番。

對“台獨”分裂勢力此種刻意遮掩歷史真

相的做法，安峰山一針見血地指出，“背

後的用心十分卑劣。”

安峰山指出，發生在70年前的“二二

八”事件是台灣同胞反抗專制統治、爭取

基本權利的一個正義行動，是中國人民解

放鬥爭的一個部分。他強調，長期以來，

這一事件被島內的一些“台獨”分裂勢力

別有用心地加以利用，他們歪曲歷史事

實，挑撥省籍矛盾，撕裂台灣族群，製造

社會對立，為開展“台獨”和分裂活動張

目，其背後的用心是十分卑劣的。

台灣地區副領導人更是在日前出席的

“台獨”組織募款餐會上稱，要讓台灣成

為一個所謂的“正常國家”。對此，安峰

山義正辭嚴道，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從來不是一個國家，我們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反對“台獨”分裂的立場是堅

定不移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針對台灣H5N6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不斷擴大

的相關情況，安峰山22日表示，大陸的檢驗

檢疫部門通過相關途徑，一直密切關注台灣近

期發生的相關疫情。

台灣禽流感疫情持續擴大，新竹縣已

遭淪陷。

據報道，新竹湖口鄉郊區遭人丟棄400

多隻禽流感雞屍，經確認有H5N6亞型家禽

流行性感冒病毒，恐有人畜共通、禽傳人

的疑慮，縣政府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也呼

籲民眾禽肉要煮熟食用。據悉，台行政機

構已成立跨部會災害應對中心，全面擴大

防禦範圍。

針對大陸方面如何防控此類疫情的蔓

延，安峰山表示，目前，大陸方面沒有從

台灣輸入活禽的貿易。

為了防止疫情蔓延，檢驗檢疫部門採

取了有效措施，密切關注疫情動態，嚴格

入境檢疫把關，加強疫情聯動防控，防止

疫區相關動物產品非法入境。

同時，檢驗檢疫部門也在做好檢疫技

術的相關儲備，增強口岸檢測和防禦能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對

於本月在台灣接二連三發生的遊覽車交通事

故，安峰山表示，大陸對此深表關切，並呼籲

人命關天，望台灣有關方面認真反思，杜絕安

全隱患。

13日台北市發生了遊覽車的翻車事故，

造成台灣同胞33人罹難，12人受傷。他指

出，事故發生之後，大陸有關方面高度關切，

國務院台辦、海協會的負責人都向在此次事故

中罹難的同胞表達了深切的哀悼，同時也向受

傷同胞和相關人員家屬表示了誠摯的慰問。

安峰山續指，與這次事故相隔不遠，2月4

日，一輛載有26名浙江遊客的旅遊大巴在高雄

發生了撞擊涵洞的事故，導致21名遊客受傷；

2月17日又有一輛載滿大陸遊客的旅遊車，在

行駛途中發生了車尾冒濃煙的事故，所幸沒有

人員傷亡。另外，發生在去年7月19日的火燒

車事件相信大家還記憶猶新、心有餘悸。

針對接二連三在台發生的旅遊安全事故，

安峰山表示，大陸深表關切，也高度重視大陸

遊客赴台旅遊的安全問題。他呼籲，人命關

天，台灣有關方面應該認真反思，究竟是什麼

原因屢屢發生此類問題，進而能夠採取切實有

效的措施來加強安全管理，杜絕安全隱患，保

障遊客的生命財產安全，為遊客提供更好的旅

遊環境和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在台企聯日前舉辦的新春聯誼活動

中，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曾表示，將積極

考慮一些台商提出的在大陸發展的建

議。安峰山22日表示，對於台商所反映

的他們在大陸生產和經營中所面臨的一

些問題和訴求，國台辦都高度重視，正

在積極會同有關部門研擬出台相關的政

策措施。

安峰山指出，大陸將繼續本着兩岸

一家親的理念，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

展機遇，研究出台相關政策措施，為台

灣同胞在大陸的實習、就業、創業和發

展創造更好的條件，進一步推動兩岸經

濟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同胞親情和福

祉。

安峰山表示，對於台商所反映的，

如成立旨在幫助台商台企發展的台商民

營銀行，以及台商參與大陸的“一帶一

路”建設和協助台企發展電子商務的業

務，拓展大陸的內需市場等，國台辦都

高度重視。

“台獨”歪曲“二二八”用心卑劣

陸擬出台政策
助台企營商

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對台軍售

陸密切關注台禽流感疫情
籲台加強旅業安全管理

■安峰山 新華社

■台灣禽流感疫情不斷擴大。圖為防疫人
員撲殺病雞。 中央社

■台遊覽
車翻覆釀
33死。圖
為事故現
場。
資料圖片

■■台灣軍方近日模擬大陸對台進行台灣軍方近日模擬大陸對台進行““斬首行動斬首行動”，”，展開了對台灣地區領導人乘直升展開了對台灣地區領導人乘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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