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黨變色走中華正統路

京辦九二共識20周年座談會

王毅：一個中國原則是核心

丹桂大王扎根大陸終圓綠色夢

倡兩岸軍事互信 啟政治協商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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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政壇藍、綠分明，泛藍勢力三大
主力之一的新黨26日決定走自己 「黃色的
路」 。台灣新黨26日在台北舉行記者會，
提出包括 「開放兩岸政治協商大門，建立
軍事互信」 在內的六點「全面開放」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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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九二共識」

20 周年，繼香
港、台北等地
舉辦相關學術
研討會後，昨

天國台辦和海協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亦
舉行了 「九二共識」20 周年座談會，回
顧 「九二共識」的起源、形成過程以及
對推動兩岸協商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重要意義。上周中共十八大報告也強調
︰兩岸雙方應恪守反對 「台獨」、堅持
「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

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求
同存異。這是中國共產黨首次將 「九二
共識」寫入全國黨代會的報告中，表明
了對 「九二共識」的高度重視。

在 1987 年兩岸 「老死不相往來」40
多年後，台當局終於抵擋不住老兵們要
求返鄉的強烈呼聲，而打開了登陸的閘
門。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等各項
交流隨之發展起來，同時也衍生出種種
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台灣和大陸
分別成立了海基會和海協會。1992 年 10
月底兩會在香港商談中，就兩岸事務性
商談中如何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問
題進行了討論，後雙方通過函電，確立
了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
共識，即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的精髓和核心價值是
「一個中國」，兩岸協商屬於國內事務

，非主權國家之間的外交行為。1949 年
以來，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不
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世紀
40 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
治對立，這沒有改變大陸和台灣同屬一
個中國的事實。兩岸達成 「九二共識」
，意味着雙方在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
問題上形成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構築
了政治互信的基石，使兩岸協商得以展
開。沒有 「九二共識」，就沒有 1993 年
標誌着兩岸高層人士在長期隔絕後首次
接觸的 「汪辜會談」；沒有 「九二共識
」，就沒有 2005 年化解國共一甲子恩仇
情仇的 「胡連會」；沒有 「九二共識」
，就沒有 2008 年兩岸恢復中斷了九年的

事務性協商。一言以蔽之，沒有 「九二共識」，兩岸
同胞無法享受到和平紅利。在島內，不管哪個政黨執
政，如果不承認 「九二共識」，就會使兩岸交流失去
重要前提，後果不堪設想。

當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由開創期進入鞏固深化
的新階段，兩岸協商在 「深水區」勢必遇到更多的分
歧和困難，倘若政治互信未能隨之提升，政治基礎未
能隨之鞏固，兩岸關係恐怕只能原地踏步，甚至倒退
。所以，兩岸雙方應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進
一步明確一個中國框架的共識。國民黨榮譽主席吳
伯雄今年 3 月與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談中
，就明確指出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希望
台當局也能作出如此清晰的表態，增強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六日消息：中共中央台灣工作
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26日下午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九二共識」20 周年座談會。中共中央
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等分別在座談會
上講話。

合情合理探討政治關係
王毅表示，1992 年兩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 「海峽兩

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對於兩岸建立基本互信、開展
對話協商、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0 年來， 「九二共識」已發展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治基礎
的重要組成部分，得到兩岸主流民意支持。

王毅從四個方面闡明了 「九二共識」的意義，強調 「九二共
識」的核心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精髓是求同存異，意義在於構
建了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啟示是要有正視問題、面向未來
的政治勇氣和智慧。 「九二共識」之所以能夠達成，關鍵在於雙
方做到了求堅持一個中國之同，存雙方政治分歧之異。在兩岸固
有矛盾長期存在的情況下，處理複雜問題不可能一步到位。雙方
務實擱置爭議，善於求同存異，進而積極聚同化異，就能在不斷

增進共識的過程中，逐步縮小和化解分歧，實現互利雙贏。
王毅強調，是否認同一個中國，事關兩岸關係的性質與前途

，事關大是大非。無論台灣政治情勢發生什麼變化，我們始終把
堅持 「九二共識」作為與台灣當局和各政黨交往的基礎和條件，
核心在於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做到了這一點，台灣任
何政黨與大陸交往都不會存在障礙。

對於中共十八大報告中 「主張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
的兩岸政治關係並對此作出合情合理安排」，王毅表示，這表明
了我們期待為解決兩岸癥結性問題逐步創造條件，不斷拓寬兩岸
關係的前進道路。合情，就是照顧彼此關切，不搞強加於人；合
理，就是恪守法理基礎，不搞 「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

陳雲林：盡快完成ECFA後續協商
陳雲林表示，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由開創期進入鞏固深化新

階段的形勢下，我們要更加重視堅持 「九二共識」的基礎作用，
正確把握和運用 「九二共識」的政治智慧，繼續在 「九二共識」
基礎上推進兩岸協商。我們將繼續按照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思
路，盡快完成ECFA後續商談的各項目標。盡快實現兩會互設綜
合性辦事機構，更好地維護兩岸同胞權益。兩會還應當共同努力
，爭取在商簽兩岸科技、文化交流協議等方面尋求新的進展。

海協會原常務副會長唐樹備作為促成 「九二共識」的親歷者
，詳細回顧了 「九二共識」達成的歷史背景和具體過程。他指出
，在共識中，雙方都表明了 「努力謀求國家統一」和 「海峽兩岸
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本態度；對於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
海基會表示 「認知各有不同」，海協會表示 「在事務性商談中不
涉及」，雙方做了求同存異的處理。 「九二共識」的達成，開啟
了兩岸制度性協商的新里程。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中評社台北二十六日
消息：以守護中華文化為創黨核心的新黨，其黨主
席郁慕明在26日的記者會上高調表示，新黨從今天
開始 「將不再是藍軍！」此後新黨將回歸中華文化
正統，走一條 「黃色的道路！」

郁慕明解釋， 「黃」是中華的正統，因為我們
都是黃皮膚、黃種人，他相信大多數的人是認祖歸
宗的，我們是炎黃子孫，因此新黨選用 「黃色」為
主調，象徵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尊敬。

台不應耗巨資購武器
新黨並提出六點主張：全面開放法律平等待遇

，取消歧視陸配、陸生條款；全面開放工程營建平
台，強化基礎建設；全面開放陸資陸企來台，壯大
經濟規模；全面開放大陸一流人才入台，提升專業
水準；全面開放大陸傳播媒體落地，促進新聞自由
；全面開放兩岸政治協商大門，建立軍事互信。新
黨強調，唯有割捨藍綠情結，才能為台灣找出路；
唯有打破 「恐共」情結，才能為台灣開新局。

記者會上，新黨主席郁慕明就上述主張一一作
了闡述。他在談到開放政治協商大門、建立軍事互
信時說，政治與經濟難以分割。兩岸一家親，為了
下一代的幸福，今天不應再用武力的思考模式，不
應每年再用數千億新台幣購買美國二流武器。他反
問：為何不去思考把這些經費用於現在發生的財經
問題、穩住內部建設呢？

郁慕明指出，軍事互信需要政治協商，需要大
門開開。馬英九應該要有魄力、擔當與遠見，應該

想到以全面開放、開闊心胸，去面對兩岸、面對國
際，建設台灣，照顧人民。

郁慕明還表示，從現在開始，新黨會走入基層
，不分藍綠、地域，全面結盟，匯聚力量，共同高
舉兩岸和平、中國崛起的大旗。

新黨全委會顧問李勝峰補充說， 「先經後政」
有短期利多， 「只經不政」是不切實際的。

郁慕明批蘇讚謝
郁慕明特別肯定謝長廷的登陸之行。他說，謝

長廷日前訪問大陸，在大陸所說的話，我們都非常
認同，因為這些話多年前新黨也說過，如 「我們是
中國人」、 「兩岸是一家親」、 「跟大陸是兄弟之

情」，現在民進黨內部有些人的思維跳出那個框框
，不願糾纏在政黨惡鬥內，這是一個正面的趨向，
所以謝長廷的開展之旅對兩岸之間，乃至於新黨而
言，我們都是樂觀其成的。然而，民進黨主席蘇貞
昌自兼 「中國事務委員會」召集人，凸顯的依然是
「台獨」本質，走不出 「一邊一國」的舊思維。

將參加地方選舉
郁慕明還預告新黨在今年 12 月開始在全台就會

有大型活動，舉辦造勢、座談會。新黨全委會顧問
李勝峰也宣布，串連所有理念相同的朋友，全面結
盟與出擊目標是在 2014 年（地方七合一選舉），全
面參選，不會缺席。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六日報道：國台辦發
言人楊毅 26 日針對大陸護照風波表示，大陸和台灣
「同屬一個中國」，重申這是大陸的一貫立場，認

為新版護照內出現台灣的清水斷崖及日月潭等二大
景點的圖片， 「並不存在台灣方面所說的挑起爭議
、改變現狀的問題」。

大陸近來推出的新版護照內頁，每一頁印上全

國各地的風景名勝，當中包括花蓮的清水斷崖及台
中日月潭。但消息卻在島內引發爭議，民進黨多位
政客更是高調抗議，認為大陸 「吃台灣豆腐」，要
求馬英九 「嚴正交涉」，並稱此舉不利兩岸穩定的
現狀。

楊毅 26 日被問及此事時指出， 「大陸和台灣同
屬一個中國，這是我們的一貫立場」，強調大陸會

繼續改善和發展兩岸關係的政策，不會改變。他說
，這件具體事情並不存在台灣方面所說的挑起爭議
、改變現狀的問題。

正在台灣旅遊的大陸旅客，日前被島內媒體問
到對此事的看法，有旅客認為大陸方面幫忙宣傳寶
島美景， 「幹嘛那麼計較」。

大陸遊客謝先生說： 「台灣、大陸差不多啦，
都一樣啦。」認為將台灣風景印在大陸的護照上，
「就是宣傳嘛，讓大陸的遊客了解（台灣的風景）

嘛。」

護照風波國台辦重申兩岸一中

【本報訊】據中新社新余二十六日消息：在美
麗的江西仙女湖畔昌山，種植着大片丹桂，每至金
秋時節，湖畔桂花飄香，沁人心脾。十餘年前，這
裡還是一片荒山，讓這片荒山披上綠衣的是現年 63
歲的台灣客商江文龍。

江文龍出生於台灣南投縣一戶農家，從小跟着

父親做苗木繁育工作，對苗木種植有豐富的經驗。
20 年前，他從台灣來到大陸，希望能在大陸建立大
型苗木基地，實現自己的綠色夢。

成都地貴轉戰江西
在四川省成都市，他首次播下種子，種下希望

。雖然成都的土壤肥沃，苗木長勢好，但因為租地
價格貴，成本太高，江文龍未將苗木基地擴大規模
，轉而向其他省份尋找更為合適的土地。

與江西結緣，源於 11 年前的一次偶遇。江文龍
說，2001年9月，他在南昌昌北機場準備登機前往江
蘇考察時，與台灣桃園工商界代表團秘書長李自龍
相遇。在李自龍的邀請下，江文龍前往江西新余，
在美麗的仙女湖畔，他看中了一塊荒山，經過商談
，他以較低的價格租下了600畝山地。很快，作業機
械被運到仙女湖畔，江文龍在江西開始了新一輪的
創業。

成功研製葉片扦插
創業初期並不是一帆風順。江文龍告訴記者，

最開始，他引進台灣麻竹種植，因為當地冬季天氣
寒冷，麻竹全被凍死。

經過分析，江文龍決定第二年改種丹桂。種樹
是力氣活，也是技術活，傳統丹桂育苗難度大，成
活率低，種植600畝丹桂，需要大量苗木，為解決這

一難題，他苦思良久。經過反覆試驗，他研製出葉
片無性扦插繁育苗木栽培技術，只要從丹桂樹上剪
下一個枝條，扦插到土裡，就可以培育出一株丹桂
，並且成活率高達90%以上。

談起那段創業歷程，江文龍感慨萬千。 「荒山
上沒有房子，條件非常艱苦，用幾根樹木搭起一個
簡陋的棚子，頂上鋪上薄膜，沒有床就在地面鋪上
稻草和草席。」白天和民工一起種樹，晚上就住在
木棚裡，樹種到哪裡，棚子就移動到哪裡。數月後
，丹桂成林，綠海成蔭。

丹桂改良污染土壤
新余市分宜縣水北村有一片廢棄的金礦，這片

土地受到污染一直荒蕪。2003 年，江文龍在這裡租
下4500畝土地，種上60萬株丹桂。 「丹桂對重金屬
污染土壤有改良作用。」江文龍告訴記者， 「丹桂
喜歡在弱碱性土壤生長，剛開始種樹時，這片土壤
pH 值為 6.8，現在 pH 值降到了 6.3。再過 20 年，土
壤得到改良，應該可以種菜了」。

目前，江文龍已在江西建立了 2.16 萬畝丹桂基
地，種植丹桂 300 萬株，產值達到 10 餘億元人民幣
。 「二十年來，我只做一件事，就是種樹。每天要
看一看這些樹，才會睡得踏實，種樹是我最大的樂
趣。」江文龍說，他要在江西建一個全國最大的丹
桂苗木基地，實現他的綠色夢。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六日報道：民進黨主席蘇貞
昌宣布自任兩岸事務委員會負責人之後，民進黨的兩岸政
策是走向務實開放還是故步自封尚待觀察，但綠營智庫
「台灣智庫政策研究中心」日前卻在一份政策評析報告中

，大膽建議台灣當局可參考香港、澳門模式，將金門、馬
祖建設為兩岸樞紐 「黃金之門」。

這份報告更直指台灣內部 「尤應去除本位主義」，讓
兩岸得以在金馬合作，達成雙元貨幣並存、交通工具互駛
等。台媒認為，此政策意見較現行國民黨當局的政策更加
開放。

報告指出，馬政府開放大三通後，過去在金、馬試行
的 「小三通」已面臨邊緣化，階段性的角色應重新定位，
以確保離島建設的效益。

綠智庫倡港澳模式發展金馬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二十六日消息：台灣當局教育
主管部門日前公告最新的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開放
承認大陸 41 所大學的肄業證明。據台灣媒體報道，此舉的
受惠對象主要是在大陸就讀的台灣學生和在台大陸配偶。

台灣教育部門兩年前開放採認大陸學歷，但其中並未包
括肄業證明。這使得一些到大陸念書的台灣學生中途返台就
讀，卻不能持大陸院校肄業證明參加轉學考試。台教育部門
接到相關學生家長陳情後，決定進一步放寬相關辦法，對已
承認學歷的41所大陸大學所出具的肄業證明也予採認。

台教育部門有關官員表示，新增採認大陸高校肄業證明
的政策，對於在台灣的大陸配偶也適用。

台承認大陸41所大學肄業證明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在 「九二共識」 20周年座談會上講
話 中新社

▲江西新余市農民種植丹桂，改良被污染土壤
資料圖片

◀新黨 26 日
在 台 北 舉 行
「三個全面」
記者會，提出
包括 「開放兩
岸政治協商大
門，建立軍事
互信」 在內的
六點 「全面開
放」 主張。圖
為新黨主席郁
慕明（中）在
作說明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