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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日前出席活动
时向大陆喊话，呼吁以“善意”、“合
作”找出“两岸互动新模式”，来帮助

“两岸的稳定及繁荣”云云。紧接着，
台当局“教育部长”潘文忠又抛出所谓

“学术善意”，表示明年推动“玉山计
划”延揽顶尖学者，对象包括大陆学
者。面对两岸僵局，台当局多次摆出一
副有心破解的姿态。但如果不承认两岸
同属一个国家，诉求互动新模式根本是
耍嘴皮子，玩弄文字游戏而已。

“新”论迭出

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蔡英文谈论
两岸关系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包括被
猜测利用妈祖展览向大陆释放善意等。

《台湾醒报》 称，四川九寨沟发生大地
震后，蔡英文办公室一早就递出橄榄
枝，表示“若有需要，乐意提供各项必
要协助”。此前，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小
月也透露，“研议落实两岸互动新模
式”已列为今年陆委会的工作重点。

但无论是蔡英文的“互动新模式”，
还是“愿助川震”的态度，都得不到大陆
正面响应。个中原因不言而喻。

蔡英文自去年执政以来，至今不肯
承认“九二共识”，善于揣摩上意的海
基会官员更是用“那四个字”来代替，
避之唯恐不及。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嘴上说“善意”，手里却采取各种“去
中”策略，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这种口蜜腹剑的架势，如何让两岸
关系向好？

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台湾民调
显示，超过60%的民众不满意蔡英文当
局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面对岛内各界
批评以及跟“前朝”马英九团队不可避
免的映照，蔡英文在就职周年前夕抛出
了“新情势、新问卷、新模式”的所谓“互
动新主张”，试图继续玩弄文字游戏，
为“未完成的答卷”解套，但遭到台湾
各界强烈反对，至今未见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频谈两岸关
系策略，从上任之初的“维持现状”，
到“要以新思维及做法擘画两岸互动新
模式”，再到声称“下半年两岸政策有
突破”。与此同时，台当局各部门包括
陆委会、海基会也都持同一基调。但

“新模式”“新政策”“新主张”兜兜转
转一大圈，却换汤不换药，偏偏就不提

“一中”。正如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所长
朱卫东所言，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可谓

“本质不变、姿态百变”。

“独”心难改

对两岸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可以预
测 ， 只 要 蔡 当 局 继 续 否 定 “ 九 二 共
识”，或者一直拒就两岸关系的政治定
位做出明确表述，其所企求的“两岸互
动新模式”，就只是一座空中楼阁。

因为“九二共识”是试金石，也是
照妖镜。从“维持现状”到“两岸互动
新模式”，扒开其外衣，就会发现“善
意”也会变脸，里面没有“一中”和双
赢等实实在在的内容，倒是为“去中”

“台独”打了不错的掩护。
比如，潘文忠口口声称要“去政治

化”，推动两岸学术交流云云。但也正
是他，坚持反对马英九时期“课纲微
调”的拨乱反正，秉持绿营的“政治正
确”，在近期的高中历史课纲中将中国
史内容并入东亚史。如此行径，其心昭
然若揭。

自上台以来，民进党当局口称“善
意”，但教育、政治、文化领域的“去
中化”层出不穷，负面行为“罄竹难
书”。从“去蒋”“去孙”“去孔”、取消
遥祭黄帝陵、降格郑成功祭典、停办抗
战 80 周年纪念展、拆除台北故宫兽
首，再到修法管制退役将领登陆，严查

“共谍案”、限制陆生来台等，变本加
厉，有恃无恐。

就在蔡英文大谈“两岸互动新模
式”仅隔 1 天后，台防务部门便发布

“政军兵推”短片，操纵以大陆为假想
敌的军事行动。如此“昨是今非”的

“善意”表达方式，实在让人摸不着头
脑。更令人不解的是，台湾某官方色彩
浓郁的基金会公然赞助在日本的一场聚
集“台独”“藏独”“港独”甚至日本自
卫队员共同参与的所谓“中国崩溃论”
国际研讨会。台湾东海大学政治学系教
授潘兆民质疑，大陆怎么可能接受建立
在纵容破坏两岸和平的“台独”势力，
甚至是奠基在“中国崩溃”立场上的

“两岸互动新模式”？

须回正途

潘兆民提醒，若要使“善意”化成
让大陆方面有所感知的具体行动，蔡当
局有许多可以“操之在我”的部分，例
如改变“联日抗中”的战略。

上海台湾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倪永杰
称，蔡英文每逢两三个月就要出来谈谈
两岸关系，却没有实际作为，纯粹是为
了减轻自身压力，也对美国的施压有所
交代；若她真有诚意，应该解除对两岸
的紧缩政策、“文化台独”等作为。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也
对台媒表示，两岸互动新模式首先要解
决民进党和大陆的互信基础问题，否则
就是空话。互信可从多个方面着手，首
先就是民进党要开会对“台独党纲”做
适当处理，包括“冻独”“废独”等。

其实，两岸关系互动的模式早已存
在，也被两岸认可，台湾大多数民众也
乐意接受，并且享受到了实惠，这就是
耳熟能详的“九二共识”。马英九执政
时期的两岸和平发展红利就是明证。唯
有承认这一点，两岸才有机会恢复沟通
管道，彼时再来讨论如何建立双方互动
新模式的问题，方为正途。

蔡英文当局却一方面纵容各种“去
中国化”的“台独”分裂活动，削弱两
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与联系，另一方面对

“九二共识”这根“度人金针”视而不见，
硬要另起炉灶，寻找什么所谓的“两岸互
动新模式”。但离开“九二共识”，一切都
是无源之水，出再多的新招、歪招、怪招，
都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这次抛出寻
找“两岸互动的新模式”，依旧是“新”瓶
装旧酒。不能心口合一，到头来，自己
酿下的苦酒必将自己吞。

台当局“两岸互动新模式”是什么鬼
本报记者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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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1 日，“川港合作周”活动在香港拉开帷
幕。作为该活动的一部分，由成都市政府新闻办主
办的熊猫巴士城市巡游活动在港岛举行。主办方通
过熊猫人偶表演、巴士熊猫主题装饰、派送纪念品
等形式，吸引了香港市民和游客关注。

上图：熊猫人偶向游客招手。
右图：活动现场香港市民与熊猫人偶合影。

刘 钟摄

熊猫巴士巡游港岛

本报台北8月22日电 （记者王
平、王尧）“台湾小而美的精致农
业，生态与经济效益并重的社区营
造，具有人文特色的文创与民宿产
业，都深深地吸引了我们。通过与
台湾同学的合作调研，也让两岸学
子增加了彼此了解，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在今天举行的“两岸学子经
济调研交流活动”新闻发布会上，
来自福建省泉州市华侨大学的大三
学生林小君对过去 10 天在岛内的经
历深有感触。

8月13日至22日，来自大陆的8
名大学生和5名台湾学生组成的团队
在金门、小琉球、屏东、南投、台
北等地进行调研，就“精致农业”

“美丽乡村”“文创产业”等主题进
行深入的调查分析。

在台湾的 10 天，他们走进田间
地头，通过对农场主、农民、农会
工作人员、民宿从业人员、文创设
计者等人士的走访和深入交谈，了
解台湾的农业、农村和文创产业的
发展现状，对比大陆海南岛的发展
模式，希望能找到一条适合大陆岛
屿型地区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接下来，这十几名学子还将从
台北出发，到海南岛做对比调研。
在活动结束后，他们将根据调研结
果拟订调研报告，为海南岛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发 布 会 上 ， 海 基 会 前 副 董 事
长、东吴大学教授高孔廉表示，在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
局的情况下，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经贸、文化与青
年是两岸关系重要的纽带，尤其是青年交流，“两岸青年
越早交流接触，就越容易了解彼此”。

此次活动是“知行宝岛”系列活动之一。“知行宝
岛”自2014年开始举办，旨在为两岸青年学子提供深入
体验对岸的机会，感受两岸异同，搭建友谊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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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两岸学生在田间展开调研。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一直以来，香港与成都有着密切的合作交
流。蓉港之间更是金融上的合作伙伴。”在8月
22日举行的香港“成都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
专场推介会”上，香港特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
局长刘怡翔表示，许多香港的金融机构看好内
地西部地区、看好四川的发展，纷纷选择到成
都设立分支机构；而成都的企业也和不少其他
内地企业一样，选择香港作为融资平台。

作为本次“川港合作周”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该推介会吸引了四川成都及香港两地的
数百位政商界人士参加。此次推介会旨在构建
成都与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新机制，打通香
港资本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西部航道，为
包括成都在内的内陆资源参与香港乃至东南亚
商业往来开辟“南洋航线”，推动成都与香港金
融市场共同繁荣、共同发展。

“成都是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西部的金融

中心。对于香港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来说，到
成都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香港贸易发展局总
裁方舜文认为，在成都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心
的过程中，香港可以在发展金融机构、完善金
融体制及财富管理等方面分享经验，提供帮助。

此外，推介会上，成都市人民政府与香港贸
发局签署《两地经贸合作备忘录》，与港交所、中
金公司、中银香港、工银亚洲、南洋商业银行等机
构签署合作协议。同时，成都市的部分区县和市
属国有企业也与前海金控、信达香港、德勤香港、
星展银行、广发证券（香港）等多家知名企业签署
合作协议。统计显示，本次推介会集中签约项目
共计16个，协议总金额约157.39亿美元。

香港是成都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港资项目
数和到位资金占成都全市外资项目数和到位资
金的比例分别达到 70%和 69%。1999 年，东亚
银行在成都设立代表处，2004年代表处升级为

成都分行，成为在四川成立的第一家香港银
行。汇丰银行、华侨永亨银行、南洋商业银行等港
资银行均已在成都设立分行，亚联财、维仕、惠信、
瀚曦4家港资公司在成都设立小额贷款。而成都
本地也有5家企业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成都本土
券商国金证券已收购香港粤海证券公司……双方
在金融领域相互合作的例子不胜枚举。

“希望未来我们能积极推动香港金融机构在
蓉设立清分结算、资产管理、金融服务外包、金融
产品研发等功能性金融总部，加快引进会计师事
务所、信用评级公司、律师事务所等知名港资金
融中介机构来蓉发展，提升成都金融服务整体水
准。”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在
推介会上介绍成都时表示，成都拥有国际化的大
开放格局，未来更将在金融领域密切蓉港合作，
共同寻找“一带一路”发展中的新机遇。

（本报香港8月22日电）

蓉港寻求金融合作新机遇
本报记者 柴逸扉新华社台北8月 22日电 （记者

何自力、齐湘辉） 台湾农业主管部
门22日公布，截至20日，检验45件
鸡蛋，其中 3 件氟虫腈含量达 0.005
毫克以上，最高 0.153 毫克，氟虫腈
残留超过定量极限标准的鸡蛋全台
回溯下架、封存。

氟虫腈是可杀灭跳蚤、螨和虱
的杀虫剂，人如大剂量食用可致肝
功能、肾功能和甲状腺功能损伤，
它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对人类有
中度毒性”的化学品。欧盟法律规
定，氟虫腈不得用于人类食品产业
链的畜禽养殖过程，每千克食品中
的氟虫腈残留不能超过0.005毫克。

台湾农业主管部门、卫福主管
部门及环保主管部门 22 日联合召开
记者会，公布各界关心的本地鸡蛋
是否跟欧盟及韩国一样检出氟虫腈
的检验结果。

据介绍，3个检出氟虫腈超标的
鸡场都在彰化，包含文政牧场检出
0.005毫克、国贺牧场0.022毫克、连
成牧场0.153毫克。彰化县政府20日
当晚已派员对 3 个场进行移动管制，
畜牧处已经展开追查，回收后封存。

台湾鸡农有可能在环境消毒时
误用含氟虫腈药剂，但是若擅用在
农作物上要罚 1.5万元 （新台币，下
同） 以上、15 万元以下；若用在动
物上，要罚 6 万元以上、30 万元以
下。按规定，扑灭病媒蚊的业者使
用氟虫腈必须有许可证、计划也要
核可，否则依环境用药管理法，要
罚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

氟虫腈在台湾可用于室内、家
庭或居住环境的环境用药 （如杀蟑
药、白蚁药）、防治动物的动物用药

（如宠物跳蚤剂）及防除农林作物有
害物之农药（如土壤或种子处理）等。

台 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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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8月22日电（记者陈然） 国际性跨界别
创新奖项“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22日下午在香港
举行发布会，奖项创办人吕志和公布第二届3名获奖者
名单。

促进世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持续发展奖”关注
领域为预防气候变化，由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
解振华获得，以表彰他代表中国成功游说及促成 2015
年《巴黎协定》，对预防气候变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促进世人福祉的“人类福祉奖”关注领域为脱
贫，由国际非盈利组织兰德萨农村发展研究所获得，
以表彰他们提倡“耕者有其田”理念，在过去50年间
帮助全球 50 余个国家、逾 1.2 亿贫穷家庭获得土地权
利，为脱贫作出杰出贡献。

倡导积极正面人生观及提升正能量的“正能量
奖”关注领域为促进不同群组间的和谐，由国际残疾
人奥林匹克委员会获得，以表彰他们积极鼓励残疾运
动员参加体育赛事，为残疾人士燃点希望，为世界发
放耀目的正能量。

据介绍，“吕志和奖”设立于 2015 年 9 月，由
香港实业家吕志和捐出 20 亿港元作为奖项首期发
展基金，每位获奖者可获得 2000 万港元奖金、证
书及奖杯。

另外，因应世界当前挑战及发展境况，奖项每年
会为每个类别订定一个关注领域，以切合不同时代的
需要。2018年“吕志和奖”的关注领域依次为发展可
再生能源、降低天然灾害的影响及扫除文盲。

香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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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民众在民进党党部前集会，呼吁当局承认“九二共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