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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屆兩岸媒體人北京峰會 日在北京舉行
網絡圖片

俞正聲冀媒體講好兩岸故事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全國政協主席
俞正聲24日上午會見了參加 「第三屆兩岸媒體人
北京峰會」的兩岸新聞媒體代表。
俞正聲指出，中共十九大確立了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地位，描繪了決
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偉大勝利的宏偉藍圖。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
族，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
人，要攜手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創屬
於全體中國人的美好未來。我們秉持 「兩岸一家
親」理念，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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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逐步為台灣同
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
胞同等的待遇；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
，促進心靈契合。我們願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
努力，團結兩岸同胞，共同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爭取和平統一的光明前
景。我們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 「九二共識」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決反對任何
形式的 「台獨」分裂活動。
俞正聲表示，今年是兩岸開啟交流30周年，
也是兩岸新聞交流30周年。當年兩岸隔絕的堅冰

，是由新聞記者的採訪打破的，兩岸媒體的交流
合作，也為兩岸同胞增進相互了解和理解搭建了
溝通的橋樑。去年5月以來，由於民進黨當局拒
不承認 「九二共識」，破壞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政治基礎，使兩岸關係遭受嚴重衝擊。在當前
兩岸關係複雜嚴峻形勢下，希望兩岸媒體勇於擔
當，善盡社會責任，堅持為民發聲，講好兩岸故
事，努力做 「九二共識」政治基礎的維護者、同
胞心靈契合的促進者、中華優秀文化的弘揚者、
「台獨」分裂言行的反對者，為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營造良好輿論環境。

張志軍解讀十九大 對台工作呈現六個一

九二共識：破兩岸僵局不二法門
▼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北京會見參加
體人北京峰會 的代表

第三屆兩岸媒體人北京峰會24日在北京舉行，中台辦、國台辦主任
張志軍表示，中共十九大報告對推進新時代對台工作、發展兩岸關係、
實現和平統一作了深入闡述，概括起來就是 「六個一」 ，包括一個根本
目標──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一項基本原則──一個中
國等等。他表示，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而體現一中原
則的 「九二共識」 ，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是確保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關鍵，這也是破解當前兩岸政治關係僵局的 「不二法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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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報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

警惕及遏制「去中」活動
十九大報告指出， 「我們堅決維護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容忍國家分裂的
歷史悲劇重演。」張志軍表示，這是我們
對歷史、對人民的莊嚴承諾，也是維護兩
岸同胞共同利益的根本要求。他強調，當
前島內 「台獨」分裂勢力在文化、教育等
領域不斷推行 「去中國化」活動，鼓噪 「
台獨修憲」，我們要高度警惕，堅決反對
和遏制。他續指，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
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 「
台獨」分裂圖謀，歷史已經並將繼續證明
，任何 「台獨」分裂行徑都難逃失敗的下
場。
此外，他亦對兩岸新聞界在及時傳播
兩岸資訊、增進兩岸同胞相互理解、推動
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中發揮的作用給予了
認可。他指，在兩岸民間交流開啟之初，
兩岸新聞界順應民意，勇於破冰，率先開
展採訪和交流，為兩岸打破封閉隔絕狀態
作出了重要貢獻。而30年來，兩岸新聞交
流渠道逐漸拓寬，內容不斷豐富，形式日
益多樣，兩岸媒體在人員往來、交流互訪
、稿件互換、供稿供版、聯合採訪、合作
拍片、節目落地、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務實
合作取得顯著成效和積極成果。

黃肇松：新聞交流或助兩岸破冰
會更困難。」
目前兩岸關係陷入僵局，與蔡英文不
曾明確表達 「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有關
。黃肇松認為，不承認 「九二共識」是兩
岸關係目前停滯的一個關鍵點，但蔡英文
本身也無法否認 「九二共識」的歷史會談
記錄，他希望兩岸能發揮更大智慧，助推
兩岸關係恢復到過去的穩定交往時期。
此外，在兩岸媒體人北京峰會上，曾
經在1991年去台灣採訪的大陸記者、如今
的中評社社長郭偉峰則表示，媒體發展到
今日已不僅局限於 「報道」，更要注重構
建認識系統的問題， 「兩岸媒體人應共同
推進新時代的媒體融合，過去三十年未曾
改變初心，今後三十年我們責無旁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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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基本方針：
必須繼續堅持 「和平統一、一
國兩制」 方針

一項主要任務：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
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一條維護

，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必然要求。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是
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
式。 「一國兩制」 在台灣的具
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
實情況。

一項基本原則：
一個中國原則

一條清晰紅線：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一個重要理念：
秉持 「兩岸一家親」 理念

●這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沒

● 這是我們對歷史、對人民的

● 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

有一個中國原則，就沒有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體現一個中國
原則的「九二共識」，明確界定
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是確
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

莊嚴承諾，也是維護兩岸同胞
共同利益的根本要求。我們有
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
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 「台
獨」 分裂圖謀。

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
我們將繼續擴大兩岸經濟文化
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使
「兩岸一家親」 理念落地生根
、開花結果。

一個根本目標：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
統一
●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

●

兩岸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造
福兩岸同胞的正確道路，也是
通向和平統一的光明大道。

胡志強：媒體係溝通兩岸人心橋樑
【大公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中
國國民黨前副主席、旺旺集團副董事長胡
志強指出，30年來兩岸新聞交流其實並不
算順利，有高低有坎坷，但其所扮演的橋
樑作用在溝通兩岸人心上始終發揮着重要
的作用。
胡志強續稱，根據台灣媒體的調查，
目前不支持 「台獨」的島內人民遠超七成
。他提到日本NHK電視台曾通過問 「你是
台灣人還是中國人？」進行過一次調查，
並得出結論稱台灣年輕人都是 「自然獨」
，而當地也有一些言論稱台灣孩子都是 「
天然獨」。對此，他十分不以為然，當場
反問稱， 「難道你是琉球人，就不是日本

人了嗎？」他表示，這種蘊藏着潛在誤導
式的提問本身就存在問題，並不能得出正
確結論， 「其實我們的小孩和年輕人都是
『天然台』，而非 『天然獨』，愛自己的
家鄉沒有錯誤，但不代表不愛自己的國家
。」

願赴陸就業台青不斷上升
繼而，他引用台灣媒體的調查數據表
示，台灣民眾目前對大陸政府的好感度上
升至48%，對大陸人民的好感度上升至49%
， 「目前已是歷史最高，再努力一下就能
過半。」此外很諷刺的一個數字是，即使
民進黨一直在宣導，支持 「極獨」和 「緩

獨」的比例卻在不斷地下降，他稱，最近
一次的調查只有7%，而30歲以下年輕人願
意到大陸就業的比例卻上升至了53%， 「
相信這個數字還會不斷地上升。」

中
▼國國民黨前副主席、旺旺
集團副董事長胡志強
網絡圖片

▲1991年大陸記者范麗青、郭偉峰（左） 「破冰 ▲台灣《中華日報》董事長黃肇
之旅」 赴台採訪，時任《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 松希望，兩岸能發揮大智慧恢復
松（右）前往接機並轉交採訪證
資料圖片 關係
大公報記者朱燁攝

【大公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回
憶起過去30年間的兩岸新聞交流，曾採訪
過楊尚昆的台灣《中華日報》董事長黃肇松
對大公報記者稱，1987年台灣記者首次赴
大陸採訪及1991年兩位大陸記者赴台採訪
，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 「隨着政治環境
的變化，兩岸關係從敵對到起伏再到向好
」他說， 「雖然坎坷不斷，但兩岸新聞交
流從未終止，即使在其他交流途徑受到頓
挫的時候，新聞交流依然堅守在原地。」
他希望，媒體應該繼續嘗試不同途徑
，增進彼此了解，秉持 「兩岸一家親」的
理念繼續發揮觸媒作用，或許能夠在兩岸
關係 「破冰」上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 「
無論如何新聞交流不能斷，不然其他方面

第三屆兩岸媒
新華社

「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
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充分吸收兩岸各界
意見和建議，作出充分照顧台灣同胞利益
的安排。

十九大報告
兩岸發展 六個一

張志軍表示，十九大報告體現了中共
中央對台大政方針一以貫之的連續性、與
時俱進的創新性、開拓進取的前瞻性，概
括起來就是 「六個一」：一個根本目標，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一條
基本方針，必須繼續堅持 「和平統一、一
國兩制」方針；一項主要任務，推動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一項基本原則，即一個中國；一條清晰紅
線，即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一
個重要理念，秉持 「
兩岸一家親」。
談及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一個中
國，張志軍指出，沒有一個中國原則，就
沒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而體現一個中國
原則的 「九二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關
係的根本性質，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關鍵。他續指，台灣任何政黨、任何團
體，只要承認 「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
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與其
對話、交流，而這也是破解當前兩岸政治
關係僵局的 「不二法門」。
他指出，其中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
祖國完全統一」的根本目標，是全體中華
兒女的共同願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
在，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
求。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決
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
的最佳方式，大陸將以最大誠意、盡最大
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他強調，我們
所追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
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因此，

國民黨黨慶 吳敦義強調九二共識

▲中國國民黨24日在台北舉辦建黨123
周年慶祝活動，歷任黨主席洪秀柱、馬
英九、吳敦義、連戰、吳伯雄（左起）
等人出席活動
中新社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民黨24日在台北舉辦建黨123周年慶祝大會
。黨主席吳敦義表示，國民黨面臨內外嚴
峻狀況，只有全黨團結，2018年 「三合一
」選舉取得明顯斬獲、恢復基層實力，
2020年才有更多機會重返執政。
當天慶祝大會以 「革新、團結、重返
執政」為主題，前任主席連戰、馬英九、
吳伯雄和洪秀柱一同參與。
吳敦義在致辭中回顧國民黨成立以來
及 「九二共識」形成的相關歷史。他表示
，馬英九擔任台灣當局領導人的8年當中，
兩岸在 「九二共識」基礎上展開和平穩定

發展；反觀民進黨當局未依過去兩岸和平
穩定發展的基礎來推動各項政策，讓兩岸
重回對峙僵局，觀光等產業受很大傷害。
吳敦義強調，目前國民黨面臨內外都
非常嚴峻的狀況，只有革新、團結才能重
返執政；2018年就在眼前，希望黨內一心
一德，團結在一起，共同贏得2018年選舉
勝利；只有2018年能有明顯斬獲、恢復基
層實力，2020年才有更多機會重返執政。
當天的慶祝活動多處突顯了青年黨員
的參與。吳伯雄致辭時特別讚揚他們做熱
情、智慧又有意義的事，也呼籲國民黨把
注意力集中在年輕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