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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營15縣市共設兩岸交流平台
把握大陸市場商機 黨對黨形式衝破綠營障礙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9日邀請15位黨籍縣市長進行兩岸城市交流
閉門會議。會中達成共識，將新設 「兩岸城鄉交流服務中心」 。有
學者指出，台當局領導人蔡英文近來頻頻在兩岸議題上大放厥詞，
為兩岸交流製造阻礙，國民黨設立兩岸城鄉交流平台，一方面是為
了打破台當局設下的交流障礙；另一方面，希望通過兩岸城市交流
，為國民黨執政的縣市注入經濟活水。
大公報記者

何德花報道

據中央社報道，國民黨舉行兩岸城市
交流閉門會議，黨籍縣市長出席踴躍，會
後也列席中常會，包括新北市長侯友宜、
高雄市長韓國瑜、新竹縣長楊文科、南投
縣長林明溱、彰化縣長王惠美、花蓮縣長
徐榛蔚、台東縣長饒慶鈴、澎湖縣長賴峰
偉、金門縣長楊鎮浯、雲林縣長張麗善等
10位親自出席。台中市長盧秀燕、苗栗縣
長徐耀昌則由代理人出席，宜蘭縣長林姿
妙、連江縣長劉增應2人未出席，嘉義市長
黃敏惠僅出席中常會。

邀專家台商集思廣益
國民黨文傳會代理主委唐德明會後轉
述表示，大陸事務部主任周繼祥在會中報
告，國民黨已成立 「兩岸諮詢委員會」，
下設台商服務中心、台生服務中心與陸配
服務中心，因應兩岸城市交流，將新設 「
兩岸城鄉交流服務中心」，成為黨（中國
國民黨）對黨（中國共產黨）的交流平台
，也獲得出席縣市長支持。
唐德明進一步解釋說，為了具體執行
兩岸城市交流， 「兩岸城鄉交流服務中心
」將下設一個幕僚性質的委員會，由各縣
市長指派一個負責兩岸事務的人參與，也
廣邀學者專家、台商等人，一起集思廣益
兩岸可能的交流方式。
南投縣長林明溱會後受訪時表示，會
議主要就是讓縣市長提出兩岸交流的方向
和推動重點，南投縣每年跟浙江、杭州固
定交流，尤其日月潭跟西湖為姐妹潭，每
年都有兩湖論壇，一年在台灣、一年在杭
州，交流密切。
林明溱說，最遺憾就是陸客一直減少
，對南投觀光產業帶來很大的衝擊，他準
備積極向大陸爭取更多觀光客到南投旅遊
，他也向蔡政府喊話，希望為了經濟、觀
光發展，態度要有所轉變。
雲林縣長張麗善表示，會議主要討論
透過國民黨中央黨部建立兩岸之間的交流
平台。目前各藍營執政縣市都跟其他省份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展示文件，指蔡英
文曾承認 「九二共識」
中央社
連線，雲林就是跟四川、成都，也可以考
慮跟多個城市交流，包括北京、上海等，
現在正在接洽中。

共設平台避免「多頭馬車」
島內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向大公
報表示，韓國瑜競選時公開支持 「九二共
識」和開展兩岸交流，一句 「東西賣得出
去，人進得來，高雄發大財」掀起 「韓流
」。如今國民黨這些縣市長就任後，人人
都希望透過兩岸城市交流，把握大陸市場
商機。但為了避免多頭馬車、步伐紊亂，
所以由國民黨中央牽頭建立一個位階較高
的平台。
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輝表示，
國民黨以國共兩黨交流的形式展開兩岸城
市交流，是為了避開蔡政府設下的 「必須
政府或政府所授權的公權機構坐下來談」
的障礙。
福建社科院台灣所副研究員蘇美祥表
示，國民黨內擬設兩岸城市交流平台，對
推動兩岸交流有積極意義。可根據縣市地
域資源差異與經濟需要，提升國民黨縣市
與大陸城市交流的規模效應。此外，國民
黨在兩岸論述上還應強化 「九二共識」，
摒棄黨內存在的 「只要紅包不當同胞」心
態。

薩國取消免簽 台當局瞞一個月爆煲
【大公報訊】記者何德花報道：位於
中美洲的薩爾瓦多去年8月與台灣方面 「
斷交」，台當局 「邦交國」數量僅剩17個
。然而，事情還沒完。此後，薩爾瓦多又
於上月11日無預警取消了給予台當局的免
簽待遇。
台外事部門8日才證實此事。台灣網
友質疑，想隱瞞什麼呢？

台灣學者陳育霖表示，蔡英文執政以
來，台灣就頻頻面臨 「斷交」危機，兩年
五個 「邦交國」棄台而去。此 「斷交潮」
一定會持續。他說，一個中國的原則已是
國際共識。蔡英文上台以來，拒不承認一
個中國、 「九二共識」，毫無改善兩岸關
係的誠意，台灣的 「國際空間」只會越來
越小。

▲中國國民黨邀集15位黨籍縣市長9日
在中央黨部舉行兩岸城市交流閉門會
議
中央社

藍營縣長堅持九二共識
籲交流中避談一中各表

國民黨兩岸交流平台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中國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9日邀黨籍15縣市長召
開會議，在隨後的中常會致辭時說明國
民黨的兩岸政策立場。會後有藍營縣市
長主張，提兩岸 「九二共識」，不要再
談 「一中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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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縣市長就會議內容交換意見
中央社

解放軍中將：若被迫武統 台獨是罪魁禍首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在國新辦9日舉行的吹風會上，軍事科學
院原副院長、解放軍中將何雷表示，只有
全面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

民進黨最弱勢黨魁卓榮泰上任
【大公報訊】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
行政院」前秘書長卓榮泰9日宣誓就職民
進黨新任主席。黨內人士指出，卓榮泰接
下來的任期有兩大任務，分別是扮演黨政
及民眾的溝通橋樑，也要帶領民進黨打好
立委補選及2020年大選。
這次民進黨主席選舉投票率不足一成

七，台媒指出，黨員看不到黨未來改變的
可能，自然也就對投票興趣缺缺，卓榮泰
注定成為民進黨史上 「最弱勢主席」。
蔡英文去年11月24日為 「九合一」敗
選請辭黨主席，並啟動黨主席補選機制。
獲得黨內 「中生代」聯名推薦及跨派系支
持的卓榮泰以72.6%得票率勝選。

吳敦義將會議正式名稱定為 「兩岸
城市交流相關事項會議」。隨後15名縣
市長列席國民黨中常會，吳敦義痛批蔡
英文不承認 「九二共識」，並拿出歷史
文件，記錄蔡英文任台灣陸委會主委時
對於 「一中各表」的說明，請蔡不要否
定 「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良好的基
礎。
國民黨文傳會代理主委唐德明會後
轉述，也提到黨秘書長兼副主席曾永權
強調，國民黨的兩岸政策立場，就是 「
一中各表」的 「九二共識」。
不過，南投縣長林明溱會後受訪認
為， 「一中各表」是過去 「九二共識」
的一個方向，兩岸和平相處，講兩會談
出來的 「九二共識」就好；大家認同 「
九二共識」，只要不違背 「九二共識」
結論就好，這樣兩岸往來就比較密切。

▲解放軍中將何雷表示，解放軍有能力
捍衛國家主權完整
張寶峰攝

》發表4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才能正
確認識大陸對台的基本方針。
何雷還表示， 「台獨」勢力和分裂行
為是逆潮流而動，是置歷史大勢於不顧，
最終只能是蚍蜉撼樹不自量力，螳臂當車
自取滅亡。何雷還奉勸， 「台獨」分子應
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否則將成為中華民
族的敗類、中國歷史的罪人、大陸迫不得
已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罪魁禍首。
何雷表示，無論任何政黨、組織或個
人，無論什麼樣的分裂行為，都不可能把
中國的領土分裂出去。現在 「台獨」分子
有賊心、有賊膽，但是沒有賊能力、沒有
賊手段，他們不可能把中國的領土分割出
去。包括廣大台灣同胞在內的13億多人口
絕對不會答應。
何雷還說，上世紀四十年代，新中國
成立前，我們對國民黨反動派宣布了幾十
名戰犯。將來，一旦迫不得已使用武力解

決台灣問題，極少數 「台獨」分子也將成
「必懲戰犯」。此外，那些以世界警察自
居、干涉中國內政、阻止和破壞中國統一
的外部勢力，也將是罪魁禍首。我們不希
望任何國家成為這個外部勢力，但我們不
懼怕任何國家成為這個外部勢力。

解放軍有能力捍衛國家主權
何雷進一步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核
心職能就是備戰。解放軍有信心、有決心
、有能力、有手段，堅決捍衛國家的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
何雷說，一旦迫不得已使用武力解決
台灣問題的時候，我們會以台海兩岸最小
的損失和代價贏得祖國的完全統一。當黨
和人民需要的時候，習主席和中央軍委一
聲令下，人民解放軍一定召之即來，來之
能戰，戰之必勝，無敵於天下。這方面，
我們充滿自信，沒有任何疑義。

樹倒猢猻散 綠營黨魁成
雞肋
隔海觀瀾
朱穗怡
民進黨主席補選日前悄無聲息地結
束了。誰參選、誰當選、誰落選，島內
各界視若無睹，即使在民進黨內部也漠
不關心，以致投票率還不到一成七，是
近20年來最低，足顯綠營潰不成軍、士
氣低迷。前 「行政院秘書長」卓榮泰僅
以24000多票當選，以目前民進黨內具投
票權者20多萬人計算，他只獲得一成二

黨員的支持。
作為堂堂執政黨的黨魁，聲望如此
之低，能有何作為？難怪民進黨立委說
「
很難跟卓榮泰說恭喜」。
民進黨主席寶座向是綠營各派系覬
覦之物，因為黨主席一職不僅掌握政治
資源，更把持了 「遊戲規則」，使得一
眾政治精英趨之若鶩。但這次黨主席選
舉卻是冷冷清清，只有卓榮泰以及台灣
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對壘。這二人
在民進黨內皆非有聲望的重量級人物，
雖然在選戰中互罵而擦出火花，但終究
無法引起外界關注。

人們不禁要問：民進黨那幫大老和
精英躲哪兒了？
眾所周知，這次民進黨之所以舉行
黨主席選舉，是因為去年11月民進黨在
「九合一」地方選舉中慘敗，兼任黨主
席的蔡英文引咎辭職。各派系原對黨魁
權力垂涎三尺，如今卻意興闌珊，顯然
是不願意幫蔡英文收拾爛攤子。
民進黨原本掌握13個縣市，但這次
選舉只保住6個，連號稱 「鐵票倉」的高
雄都丟了，可謂大勢已去。現離2020年
大選只有一年，但蔡政府對 「拚經濟」
束手無策，而且無力改善兩岸關係，與

台灣主流民意背道而馳。民進黨恐難在
明年的大選中翻身，倘若接下黨魁，屆
時難逃敗選之責。黨魁一職已成 「雞肋
」，避之則吉。
此次卓游之爭被視為 「挺蔡」與 「
反蔡」的較量：卓榮泰獲得黨內跨派系
「中生代」縣市長及立委力挺；游盈隆
則集結 「反蔡英文勢力」。卓榮泰最終
勝出，島內輿論紛紛認為是 「蔡英文路
線」得以延續，卓榮泰不過是蔡英文的
「代理人」罷了。由於黨機器仍由蔡系
人馬掌握，外界預料蔡英文爭取連任、
代表民進黨出戰2020大選的機會仍高，

但最近 「獨派」已明言不支持蔡英文連
任，如果屆時推出另一組候選人，勢必
分散綠營選票，對聲勢本已低迷的民進
黨而言無異於雪上加霜。
民進黨雖然選出了新黨魁，但沒有
新氣象，換湯不換藥。這場黨內選舉不
過就是一場 「過家家」的政治秀。這些
年台灣民眾早已厭惡了藍綠惡鬥，早就
走出了悲情意識，只想改善經濟民生，
只想兩岸關係和平穩定，但民進黨仍以
意識形態掛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追殺
政敵和推動 「台獨」上，罔顧台灣經濟
建設，必被民意唾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