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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 台灣新聞

九二共識客觀存在 盼民進黨清醒認識

范麗青在發布會上說，不久前，兩岸關係在台灣
島內經受住了一場嚴峻考驗。台灣同胞在這次選舉中
選擇了和平，拒絕了動盪，選擇了安定，也選擇了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事實證明，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是一條正確的道路，符合兩岸同胞的利益，符合海內
外中華兒女的期待，符合歷史前進的方向。維護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大局，抵制 「台獨」分裂行徑可能帶來
的嚴重危害，已經成為兩岸同胞包括大多數台灣同胞
的自覺行動。

兩岸經合仍是重點
范麗青援引國台辦主任王毅的話說，經濟合作仍

是今年兩岸關係的重點，同時也將拓展兩岸在文化、
教育等領域的交流，不斷增進兩岸同胞的相互了解，

不斷融洽彼此的感情，不斷築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基礎。

政治問題終要面對
對於台灣記者問及 「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未

來四年，大陸要不要主動地和台灣進行政治對話？」
范麗青指出，除了緊緊抓住經濟合作、推動兩岸經濟
合作進一步深化、拓展兩岸在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交流
，大陸方面也願意着眼未來，不斷為破解兩岸政治、
軍事等方面的難題積累共識，創造條件。范麗青進一
步解釋道，如果由於台灣方面的原因，一時還談不起
來，雙方都應該珍惜並共同維護兩岸關係的良好氣氛
。事實證明，雙方以擱置爭議、求同存異的態度對待
一時還難以解決的政治分歧是很好的辦法，但是兩岸
的政治、軍事以及固有的矛盾、分歧問題也是難以迴
避的，終究是要面對的。

當台灣記者提到民進黨的敗選檢討時，范麗青回
應稱， 「九二共識」客觀存在，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進兩岸協商的重要基礎和必要前提。她強調，
「我們希望民進黨能夠真正認識到， 『台獨』主張不

符合台灣同胞的根本利益，搞 『台獨』破壞兩岸和平
穩定，是沒有出路的」。

國台辦15日上午舉行例行發布會。由
於是台灣大選後的第一次發布會，兩岸關係
未來的走向成為關注焦點。國台辦新聞發言
人范麗青表示，經濟合作仍是今年兩岸關係
重點，並期待民進黨認清 「台獨」 是沒有出
路的。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15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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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兩岸經貿交
流進行得如火如荼之
際，敏感的政治議題
也日漸浮出水面。台
灣陸委會主委賴幸媛
最近在美國哈佛大學

的一次演講中提出，把兩岸 「不武」
加以制度化，打造 「不可逆轉的兩岸
和平局勢」。對此，國台辦發言人范
麗青昨天重申 「九二共識」和 「反對
台獨」，並希望兩岸為 「結束兩岸敵
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而努力。一
直以來，關於兩岸和平制度化的問題
備受關注，但范麗青未如是非題那樣
對賴幸媛的言論給予對錯判斷，給外
界留下了不少想像空間。

「不武」並不是一個新名詞。馬
英九2008年上台時就提出 「不統、不
獨、不武」，以此作為其處理兩岸關
係的原則。當中的 「不武」是希望兩
岸不要發生戰爭，維護台海和平局勢
。而 「不武制度化」則是台灣方面首
度提出，島內媒體給予了正面回應：
《聯合報》認為陸委會提出 「不武制
度化」就是打算協商並簽署和平協議
；《中華日報》發表了題為《 「不武
制度化」為兩岸永續和平創造條件》
的社論，指 「不武」是兩岸和平的必
要條件，因為任何一方若存有 「動武
」思考，和平就受到威脅，將 「不武
」制度化，就是雙方同意使 「動武」
的可能性消失，那麼和平就有了比較
穩固的基礎。

台當局及島內輿論支持 「不武制
度化」，目的是希望台海局勢和平穩
定，兩岸同胞安居樂業。這不僅是台
灣方面的願望，也是大陸方面多年來
致力追求的目標。早在1995年，中共
總書記江澤民在八項主張中正式使用
了 「海峽兩岸和平談判」提法。2005
年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與首次到訪大陸
的國民黨主席連戰達成了 「促進終止
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等共識。

近三年來，兩岸簽署了 16 項協議，展開了全方
位的交流與合作。隨着兩岸同胞交往日益密切，
兩岸和平的基礎也就越牢固。不過，危害兩岸和
平的重要障礙── 「台獨」勢力依然蠢蠢欲動。
民進黨至今仍不願放棄 「台獨」黨綱，為兩岸和
平局勢埋下了一顆不定時炸彈。

「不武」是正確的，誰也不想看到兩岸劍拔
弩張、戰火連天、生靈塗炭。但 「不武」是有前
提的。根據《反分裂國家法》，如果台灣有造成
「台獨」的事實，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

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可見，對
於維護祖國統一，大陸方面絕不含糊，亦無退讓
餘地。 「使用非和平方式」不是為了挑起戰
爭，相反，是為了維護兩岸和平。因此，
「不武」須建立在 「九二共識」和 「反

對台獨」的前提和基礎之上，孤立地
談 「不武」，好比是空中樓閣，不
切實際。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15日電】國台辦新聞發言
人范麗青15日在答本報問時表示，中共北京市委副書
記、市長郭金龍將於2012年2月16日至21日率團赴台
參加 「2012 年北京文化周」交流活動，進行一次文化
之旅。

范麗青介紹，訪台期間，郭金龍將深入台北的早
市，與農貿市場的民眾交流；參觀誠品書店，學習借
鑒台灣這方面的有益經驗；還會到台灣大學與年輕學
子座談，並赴少數民族鄉村進行訪問。另外，還會與
一些老朋友見面。希望通過此次訪問進一步增進對台
灣社會的了解，進一步推動京台兩地經貿文化交流合
作。

范麗青同時介紹即將在台灣開幕的北京文化周的
相關安排，包括北京電視台與台灣TVBS電視台將聯合
舉辦開幕文藝晚會，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經典話劇
《李白》，北方昆劇院青春版昆曲《紅樓夢》，北京
相聲藝術家 「京味文化之旅」演出活動， 「北京798時
間」當代藝術展覽， 「燕京八絕」非物質文化遺產展
，以及北京京劇院與台北國光劇團合作演出的 「京劇
唱響之旅」活動等。

范麗青表示，從 2008 年以來，大陸有多位省區市
的主要領導率團訪問台灣，與台灣各界開展了廣泛交
流，增進了兩岸同胞相互了解，融洽了兩岸民眾的感情
，推動了兩岸互利合作，得到兩岸民眾廣泛肯定和積
極支持，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北京市長郭金龍今率團赴台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15日消息：綠營質疑副
總統當選人吳敦義出席博鰲論壇是 「形成朝貢慣例」
。國民黨發言人殷瑋15日表示，一碰到博鰲論壇議題
，民進黨就開始扭曲、抹紅，呼籲民進黨正常看待兩
岸交流，以免讓台灣人民覺得民進黨選後檢討說一套
、做一套。

國民黨批扭曲兩岸交流
殷瑋表示，從2001年起，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參

加博鰲亞洲論壇，民間力量注入兩岸交流，實質推動
了兩岸經貿交流的正常化與制度化。2008年博鰲論壇
中的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 「胡
蕭會」，確立了兩岸 「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基礎
，其後至今近 4 年，馬政府的兩岸政策確定了兩岸和
平交流、制度化協商等正向發展。

殷瑋指出，博鰲論壇是經貿對話平台，會中各方
代表平起平坐，何來 「朝貢」之說？民進黨如果連這
樣經貿交流的平台都要反對，凡事扣人紅帽，不願走
出鎖台思維，如何回應台灣社會樂見兩岸交流的主流
民意？

殷瑋強調，由民進黨立委的發言可看出，民進黨
仍未能以正常眼光看待兩岸交流。如此一來，所謂的

「選後檢討」是不是流於官樣文章，說一套做一套？
民進黨真的有針對兩岸政策路線進行實質的研究與檢
討嗎？

胡錦濤博鰲曾晤蕭萬長
此外，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台辦發言人范麗青

15日就吳敦義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顧問名義報名出
席博鰲亞洲論壇一事答問時指出，只要是有利於促進
兩岸交流合作，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事情，我
們都持積極態度。

據了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2001年3月由時任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的蕭萬長先生發起成立，是一個以
「建構兩岸經濟統合，促進兩岸經濟發展，提升兩岸

人民福祉，並藉以促進全球經貿繁榮與和平」為宗旨
的台灣民間組織。該基金會是博鰲論壇的鑽石會員，
每年組團參會。2008 年 4 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
在海南博鰲會見了蕭萬長率領的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
金會代表團一行。2009年與2010年，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分別在博鰲會見了出席論壇年
會的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錢復一行。
2011年，胡錦濤在博鰲會見台灣企業家代表時，對錢
復一行表示歡迎。

吳敦義赴博鰲 綠拋朝貢說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15日電】在國台

辦例行發布會上，對於國台辦主任王毅在新
春談話中表示要如期簽署投保協議， 「如期
」是否指第八次 「陳江會」？范麗青回應道
，我們將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繼續推進
兩會制度化協商。在第七次大陸海協會和台
灣海基會的會談中，雙方均同意在第八次會
談時來簽署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以及兩
岸海關合作協議。按照輪流舉辦的原則，兩
會第八次會談將於今年上半年在台灣舉行。

范麗青透露，目前ECFA的貨物貿易、服務
貿易等後續議題的協商已經陸續啟動，雙方
也已經進行了初期的業務溝通。接下來雙方
將會繼續遵循平等互惠、循序漸進的原則加
緊協商，爭取盡快完成各項單項議題的協商。

第八次陳江會上半年台舉行

【本報訊】據中通社15日報道：民進黨15日召開
擴大中常會，就上月大選失敗的選後檢討報告進行首
次黨內討論，黨內民調、輔選部門分別提出兩份《檢
討報告書》的初稿，共列出40多項敗選原因。據黨發
言人林右昌會後透露，黨內初步共識認為，選民信賴
度低、兩岸經濟恐嚇牌、國民黨強力運用行政資源、
台商返鄉投票等列為主要敗選因素，其中又以選民對
民進黨缺乏執政信賴度最為關鍵。

林右昌並轉述蔡英文在會中的發言說，投票前半
年，民進黨民調有4度領先對手、1次打平，顯示民進
黨確有勝選機會，也代表民進黨過去是走了一條正確
道路，不能因敗選就全盤否定過去所做、確實得到
46%支持度的努力，請大家不要忘記支持民進黨的那
609萬人。

「缺乏信賴感」 是主因
黨內消息稱，《敗選報告》肯定蔡英文配搭蘇嘉全

的競選組合，認為由各種民意調查可見，兩人組成的

「英嘉配」確有能力問鼎 「總統」寶座，最終敗北主
要輸在選民對民進黨執政缺乏信賴感。但同日有媒體
引述黨內質疑聲音，指民進黨將敗選原因全數歸咎於
外圍大環境，認為報告並沒有觸及真正導致失敗的核
心問題，顯示該份報告或未能獲得全體黨員的認同。

藍勝無關 「九二共識」
報告認為，導致敗選的最主要原因是選民對民進

黨的執政能力缺乏信賴度，特別是民進黨在處理兩岸
問題及維持兩岸經貿繁榮的能力方面，被選民普遍質
疑，再加上國民黨政府利用行政資源，以過去四年的
兩岸政績大做文章，才導致 「選民期待改變的態度開
始轉趨保守，換黨執政意願不強」。

據黨內人士說，《敗選報告》認為民進黨在兩岸
問題處下風，主要因為國民黨不斷打出 「經貿恐嚇牌
」奏效，與 「九二共識」無關。報告認為，民進黨的
兩岸政策 「溫和、務實開放」，並非外界印象中那般
保守，但卻在選戰攻防中被認為是 「逢中必反」，蔡

英文進行修正後，又被視為態度前後不一；如何包裝
該黨的兩岸政策，是該黨未來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課
題之一。

民進黨 「立委」黃偉哲批評《敗選報告》蜻蜓點水
，未觸及真正導致敗選的核心問題， 「像宇昌案和農
舍案，牽涉到候選人的問題，所以黨工會不會是這樣
子不敢提」。

島內政治評論家也認為，這份《敗選報告》在團
結的前提下，本來就不會碰觸真正的核心。

民進黨敗選報告避重就輕
綠營提敗選主要原因

■選民對 「英嘉配」 信賴度低

■國民黨打兩岸 「經濟恐嚇」 牌

■國民黨強力運用行政資源

■台商返鄉投票

【本報訊】據中新社 15 日報道：據《旺
報》15 日專題報道，去年台北故宮禮品熱賣
，大陸遊客貢獻多。2011年有143萬人次陸客
來到台北故宮，較 2010 年增長 23%，更較
2009年增長129%。也讓台故宮禮品部收入年
年增長。禮品部 2009 年收入約 5.13 億元（新
台幣，下同），2010年增長到6.5億元，去年
再增至7.3億元。其中每個百元的翠玉白菜手
機吊飾，去年就賣了約 27 萬個，是最夯的人
氣商品；開瓶器、立體磁貼和迷你文具夾，
多在120元到140元之間，也很搶手。

台北故宮表示，許多小巧可愛的紀念品
，不但可以帶回家做紀念，更可以送朋友，
再加上價格平易，很受陸客喜愛。若從整體
參觀人次比例來看，陸客佔 2009 年總參觀人
次約24%，到2010年上升到33.7%，去年再升
至37.2%，已成主要消費群。

另據報道，去年台北市十大熱門觀光景
點前3名，分別是 「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
堂和台北故宮。其中 「國父紀念館」吸引多
達787萬名觀光客，擠下前年 「冠軍」中正紀
念堂，主要原因 「除了陸客，還是陸客」。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范麗青在例行發布會上表示
，抵制 「台獨」 已經成為兩岸同胞包括大多數台
灣同胞的自覺行動 中新社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范麗青15日用閩南語，對台灣資深藝人鳳飛飛的去世表達不捨之情。圖為鳳飛
飛的骨灰安厝在台灣桃園縣大溪佛光山寶塔寺，不少鳳迷前來獻花追思 中央社

陸客給力 台北故宮收入7億
原因列舉40項 始終迴避九二共識

▲大陸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後右）15日參
訪嘉義縣花生世家的加工廠，了解花生的加工過
程 中央社

【本報記者任麗西安15日電】今年 3 月
份起，大陸民眾赴台自由行的城市將由北京、
上海和廈門3個增加至11個。其中，在第二批
新增城市中，深圳與西安的競爭難分伯仲，致
使 「小兩會」尚未達成一致，擬定 21 日宣布
結果。據了解，代表海峽兩岸旅遊主管部門的
「小兩會」，經過磋商已就8個新開放自由行

城市中，杭州、天津、重慶、廣州、南京5個
城市達成共識。但隨後，在西安、深圳、成都
、濟南、武漢這 「5 選 3」中，尚未達成一致
，而深圳與西安之間二選一的 「對決」是關鍵
原因。據海峽兩岸旅遊業界人士透露，大陸方
面推薦開放深圳，台灣方面則力主西安入圍。

赴台個人遊西安深圳競逐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