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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共中央台辦主任王毅16日
在《求是》雜誌發表題為《十年來對台工作
的實踐成就和理論創新》的署名文章。他指
出，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
央總結對台工作多年實踐，提出一系列發展
兩岸關係、爭取和平統一的重大主張和方針
政策，形成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及
一系列政策主張。王毅在文中總結了中共對
台工作的六個理論創新。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十六日消息︰
歐、美經濟低迷，台灣經濟何以自處？16
日在台北舉行的 「台灣競爭力高峰會」的主
要話題之一，正是過去4年多來，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為台灣經濟帶來的 「紅利效應」。

馬英九在出席高峰會並致辭時說，現時
除美國外，歐洲經濟也面臨困境，台灣要採
取不同的策略，促使經濟邁上復蘇之路。他
表示，台灣要擴大就業，不能光靠製造業，
而服務業，特別是旅遊業的角色也非常重
要。

今年台灣吸引的外來遊客人數可能突破
700萬人次，創歷史最高紀錄。過去台灣每
增加100萬外來遊客，平均需要5到10年時
間，而在開放大陸遊客來台觀光後，一年就
能達到此數。截至 2012 年 8 月底，大陸遊
客已為台灣帶來約 2167 億元新台幣（約合
460億元人民幣）的收入。

事實上，旅遊業只是 「大陸紅利」的一
部分，從更廣泛的範圍看，兩岸經貿、投資
等聯繫日益密切，正成為推動台灣經濟發展
的持續性利好因素。

兩岸關係改善，也被國際投資者看好。
有 「國際投資大師」之稱的吉姆．羅傑斯9
日來台演講時就說，他看好亞洲的未來發展
，而台灣的一大優勢正是 「講中文」。

【本報訊】據新華社十六日消息︰海協會會長陳雲
林 16 日晚在北京會見了首次前來大陸參訪的海基會新
任董事長林中森一行，雙方就兩會會務工作交換了意見
。雙方同意在 「九二共識」基礎上繼續推進兩岸協商進
程，深化兩岸合作。

陳雲林表示，林中森董事長履新當天，我們即致電
表示祝賀。在你就職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我們就實現
了首次會面，這充分說明雙方對兩會交往與兩岸互動的
高度重視。

陳︰體現民間團體特殊作用
陳雲林指出，2008年6月，兩會互致函電，確認在

「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聯繫往來和協商談判。在江丙
坤董事長任內，兩會共舉行 8 次會談，簽署 18 項協議
，達成一系列共識，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奉獻了豐碩的
成果。同時，兩會高層互動熱絡，各層級聯繫順暢，交
往頻繁，在推動協商、擴大交流、服務民眾等方面有效

地發揮了授權民間團體的特殊作用。4年多來，兩會交
往之所以能夠保持良好的氣氛，兩會協商之所以能夠取
得豐碩成果，得益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環境，得益
於雙方均堅持 「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得益於兩會從
增進兩岸民眾福祉出發，平等協商，善意溝通，累積共
識，務實進取，能夠擱置爭議，善於求同存異，追求互
利雙贏。

陳雲林表示，希望並相信兩會互動的寶貴經驗和有
效做法，能夠在林董事長任內繼續傳承下去。我們願意
以此次會面為契機，與林董事長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
在既有基礎和成果之上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共同攜手
推進兩岸協商進程，深化兩岸交流合作。

林︰關注台商融資問題
林中森表示，這是我第一次來大陸參訪。首次與陳

會長見面，感到非常親切。在過去4年時間裡，兩會彼
此互信，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礎，取得的成就成為兩岸

關係重要的里程碑。重要的是在 「九二共識」基礎上恢
復制度化協商，這是第一個里程碑。今年是 「九二共識
」20 周年，20 年過去了，這一共識的價值彌足珍貴。
未來，兩會一定會在既有良好基礎上，加強交往，持續
推動兩會協商與交流、服務工作，持續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穩定、繁榮發展。另外，中央社引述隨同林中森訪問
大陸的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稱，會上雙方還談到兩岸互
設綜合性辦事機構的議題，但未有時間表。

除與陳雲林會晤外，林中森 16 日下午還到北京香
山碧雲寺向孫中山坐像敬獻花圈並拜謁孫中山衣冠塚。

據中新社北京十六日消息︰王毅在文中形容，上
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及政策主張， 「集中體
現了對台工作的最新理論成果，繼承、豐富和發展了
中央對台工作的大政方針與指導原則，既富有重大理
論意義，也在實踐中顯示出強大生命力。」而六個理
論創新則包括︰

1.深刻揭示祖國和平統一與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的辯證統一關係

解決台灣問題的核心是實現祖國統一，以和平方
式實現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根本
利益，必須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
這一論述，清晰闡明了國家統一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之間的內在聯繫，科學回答了為什麼要致力於兩岸關
係的和平發展。

2.系統提出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
政策主張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應該把堅持大陸和台灣
同屬一個中國作為政治基礎，把深化交流合作、推進
協商談判作為重要途徑，把促進兩岸同胞團結奮鬥作
為強大動力，把反對 「台獨」分裂活動作為必要條件
，並據此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涉外事務、軍
事安全等六個方面全面系統提出政策主張。

3.創造性地提出兩岸共同維護一個中國框
架的主張

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
權的分裂，而是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並未改
變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兩岸復歸統一，
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兩岸在事
關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共同認知和
一致立場，就有了構築政治互信的基石，什麼事情都
好商量。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考慮到兩岸尚
未統一的實際情況，體現了在政治上努力尋求兩岸共
識的包容性，為促進兩岸雙方求同存異提供了新的思
考途徑。

4.強調對台工作要貫徹「以人為本」理念
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包括大陸和

台灣在內的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新局面要靠兩岸同胞共同開創，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成果也應由兩岸同胞共同享有。要堅持以人為本
，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貫徹到各項對台工作中
去。這是中共以人為本、為民謀利執政理念在對台工
作中的具體體現，在實踐中產生了重大影響。

5.在與國家和平發展戰略的聯繫中把握和
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是當今世界潮流和時代
背景。中國已明示要堅定奉行和平發展戰略，走出一
條打破傳統大國興衰規律的強國之路。體現在兩岸關
係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際上已成為中國和平發展
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取得的積極成果和有益經驗
可以為國家和平發展戰略增添新的內涵，國家和平發
展戰略的推進則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強勁後盾和
支撐。

6.在推進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開闢兩岸
關係的發展前途

實現兩岸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
然，目的是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追求包括台灣
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幸福。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應當成為民族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同心實現民族復
興應當成為兩岸同胞共同奮鬥的目標。兩岸雙方應站
在全民族發展的高度，思考和解決兩岸關係發展的重
大問題，不斷增強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共同應對復
興進程中的各種挑戰，共同壯大中華民族的整體實力。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六日電】王毅在
《求是》雜誌的署名文章中，同時總結了中共十
六大以來，在對台工作中取得的五方面實踐成就。

挫「台獨」 維護國家主權
王毅指出，2004年初，針對陳水扁連任後力

圖通過 「憲改」和 「入聯公投」謀求 「台灣法理
獨立」，中央確定把反 「台獨」作為對台工作的
首要任務，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法律等
手段，全面開展反對和遏制 「台獨」的鬥爭。
2005 年 3 月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把中央關於
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政方針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
對遏制 「台獨」分裂活動、推動和平統一進程產
生了重大現實作用和深遠歷史影響。

「胡連會」 堅持「九二共識」
王毅認為，2005 年 4 月、5 月先後實現的

「胡連會」和 「胡宋會」是大陸與島內主要政治
力量首次就反對 「台獨」、堅持 「九二共識」、
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等重大問題達成共識。

2008 年 5 月國民黨重新在台灣執政，兩岸雙
方確立反對 「台獨」、堅持 「九二共識」的共同
政治立場，從而推動兩岸關係不斷改善發展。隨
後海協會與海基會恢復協商，簽署包括兩岸經濟
合作框架協議（ECFA）在內的 18 項協議，推動
兩岸實現全面直接雙向 「三通」，解決了諸多關
係兩岸同胞切身利益的實際問題，推動了兩岸交

往合作的制度化。

「大三通」 促進兩岸交流
王毅指出，全面直接雙向 「三通」為兩岸人

員往來和貿易投資創造了空前便捷有利的條件。
兩岸經濟合作得以不斷深化，2011年兩岸貿易額
首次突破1600億美元；兩岸各界大交流蓬勃發展
，面向兩岸基層民眾及企業家的交流合作平台相
繼搭建；兩岸人員往來大幅增加，大陸居民赴台
團隊和個人旅遊相繼啟動後，大陸遊客迅速成為
台灣旅遊業第一大客源。

爭民心 團結台灣同胞
王毅指出，兩岸交流合作中大陸注重體察台

灣社情民意，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貫徹到
各項對台工作中。針對台灣基層民眾和在大陸台
胞台商的需求，推出系列政策措施，讓越來越多
台灣民眾從兩岸關係改善發展中獲益。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理念在台灣逐漸深入人心，使自李登輝
掌權以來島內愈演愈烈的分離傾向得到遏制。

建互信 減少兩岸內耗
王毅說，2008 年 5 月以來，兩岸在建立政治

互信基礎上保持良性互動，顯著減少了在涉外事
務中的內耗。大陸在不造成 「兩個中國」、 「一
中一台」的前提下，妥善解決了台灣以 「中華台
北」名義和觀察員身份出席世界衛生大會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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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森北京首會陳雲林
九二共識基礎上深化兩岸合作

兩岸十年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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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日

2011年6月

【本報記者隋曉姣整理】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發表著名
的 「胡四點」 ，強調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
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
台灣人民的方針決不改變、反對
「台獨」 分裂活動決不妥協

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高票通過
《反分裂國家法》，將解決台灣
問題的政策方針寫進法典，表明
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的共同意志和堅定決心

胡錦濤會見國民黨主席連戰，國
共兩黨高層暌違60年再握手，達
成堅持 「九二共識」 、反對 「台
獨」 、謀求台海和平穩定、促進
兩岸關係發展等多項共識

首次舉辦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作
為國共交流平台，至今已舉辦8
屆；論壇上公布多項擴大台灣農
產品在大陸銷售等惠台措施

海協會與海基會恢復中斷9年之
久的制度性協商，迄今兩岸兩會
成功舉行8次會談，簽署了包括
ECFA在內的18項協議，達成陸
資入島的1項共識，兩岸關係逐
步深化和機制化

兩岸空中、海上直航和直接通郵
正式啟動， 「三通」 實現後兩岸
的經貿、文化、人員往來愈加便
利

ECFA 早收清單實施，大陸對
557項台灣產品降稅，2011年兩
岸貿易額首次突破1600億美元

首批陸客赴台個人遊試點啟動，
僅半年內赴台個人遊人數即達2.2
萬，2012年3月起赴台個人遊的
試點大陸城市更由3個擴大至11
個。兩岸人員往來隨之大幅增加
，由2002年的380萬人次增加到
2011年的710萬人次

十年對台工作 取得五大成就
反台獨爭民心推動大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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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揭示祖國和平統一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辯證統一關係，首先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系統提出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政策主張：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推進經
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弘揚中華文化，加強精神紐帶；加強人員往來，擴大各界交流；
維護國家主權，協商涉外事務；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
創造性地提出兩岸共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主張，體現了在政治上努力尋求兩岸共識的包
容性。
強調對台工作要貫徹 「以人為本」 的理念，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貫徹到各項對台工
作中去。
在與國家和平發展戰略的聯繫中把握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在推進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開闢兩岸關係的發展前途。

中共對台工作六大理論創新

▲2005年的 「胡連會」 ，就反對 「台獨」
、堅持 「九二共識」 、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等
重大問題達成共識，意義重大 資料圖片

▲兩岸經貿合作不斷深化，為兩岸基層民眾帶來極
大實惠。圖為台灣果農在大陸參展 資料圖片

▲林中森（左一）16日到北京香山碧雲寺向孫中山
先生坐像敬獻花圈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