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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通过新政纲

表明坚持反对
“台独”
新华社台北 10 月 30 日电（记者陈键
兴、徐瑞青）中国国民党第 21 届第 1 次全
代会 30 日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会议通
过的中国国民党政策纲领中提到，该党
将延续过去党章、党纲的基础，坚持反
对“台独”
，积极推动两岸改善关系。
政纲“总论”部分谈到，当前执政
的民进党无能处理两岸关系，频频挑
衅，加深台海紧张局势。两岸应搁置争
议，促进经贸及民间社会往来，以期建
立平等互惠的制度性贸易机制与具备韧

性、善意的社会连结，才有机会让两岸
重新融冰。
政纲关于具体政策的论述中提到，
中国国民党始终坚决反对“台独”
，将延
续过去党章、党纲内容，包括 2005 年国
共两党共同发布的两岸和平发展五项愿
景，以及马英九执政期间的基本方针，
推动两岸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开展
各项有利于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工作，
促使两岸关系重返和平繁荣的康庄大
道，共同落实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

“天下为公”的理想。
政纲提出，通过“两岸论坛”及各
类交流平台，增加多元对话机制，保障
与促进民间社会往来，积极参与学术、
宗教、体育、文化、城市及经贸交流，
在互动中增进了解、累积善意，共同为
两岸和平与繁荣努力。
政纲还提出，加强两岸文化交流，
反对“文化台独”
，重建正确、包容与客
观的台湾史观，妥善保存、发扬及创新
中华文化，化解“去中国化”逆流。关

于经济议题的论述中则提到，改善两岸
关系，重启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ECFA） 后续谈判，接续两岸产业合作
机制，建立民间产业合作平台，推动两
岸企业合作进军新兴国际市场。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开幕致词
中表示，该党会延续党章、党纲的规
定，加强推动两岸连结与交流。
会议还通过了朱立伦的提议，同意
任命黄敏惠、夏立言、连胜文等 3 人担
任国民党副主席。

年底
“四大公投”
案搅动台湾政坛
若“四大公投”惨败，民进党当局将遭严重打击
新华社台北 10 月 30 日电（记者陈键
兴、徐瑞青）岛内疫情阴霾未散，台湾政
坛再起风雷。12 月 18 日，台湾地区将就
“重启核四”
“反莱猪进口”
“公投绑大选”
“珍爱藻礁”等 4 项“公投”案进行投票。
随着日期临近，
“ 四大公投”议题本周持
续引爆，成为岛内政党攻防和社会舆论
的新热点。

何谓“四大公投”？
“重启核四”案由“核能流言终结者”
创办人黄士修领衔提案，理由是：2018 年
“以核养绿”的“公投”通过，民进党当局
“非核家园”政策已被多数民意否决，但
至今仍一意孤行，以核废料无法处理、第
四核电厂重启耗时久等理由蒙骗民众，
拒绝落实
“公投”
民意。
“反莱猪进口”案由中国国民党“立
委”林为洲领衔提案，理由包括：民进党
当局宣布自 2021 年元旦开放含莱克多巴
胺美国猪肉进口，决策过程刻意回避监
督，形同“黑箱”；人民健康不能成为利益
交易筹码。
“公投绑大选”案由中国国民党“立
委”江启臣领衔提案，理由包括：可提高
投票率、减少行政成本；本为民进党重要

主张，
民进党不应忘记初衷。
“珍爱藻礁”案针对是否同意“中油”
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迁离桃园大潭藻礁海
岸 及 海 域 ，由 环 保 人 士 潘 忠 政 领 衔 提
案。2020 年 3 月接收站工程作业船断
缆、搁浅，藻礁生态疑遭破坏，引起社会
关注。环保团体与民众同年 12 月发动
“公投”
连署。
绿营“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显
示，在“若明天投票”情况下，
“ 反莱猪进
口”
“ 珍爱藻礁”
“ 公投绑大选”三案同意
票均呈压倒性优势，倾向同意的比例分
别为 68.1%、47.7%、57.4%，倾向不同意
则分别为 25.7%、29.6%、34.2%；
“重启核
四”案也是倾向同意票领先，达 46.7%，而
6 个月前倾向不同意的比例高于同意。

“四大公投”引发政坛风暴
上述民调公布隔天，台当局领导人
蔡英文在民进党内会议上直批“国民党
把‘公投’操作成党同伐异的工具”，提出
“四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力”行动计划，包
括举办百余场“公投”说明会，要求所有
党公职人员全力捍卫
“四个不同意”。
“ 四 大 公 投 ”何 以 让 民 进 党 如 此 警
觉？台媒一语道破“玄机”：
“ 台湾基进

党”的“立委”陈柏惟在民进党力挺下 23
日仍遭罢免，指向执政党问题的“四大公
投”议题随即引爆，民进党当局将面临一
场信任危机。有报道称，陈柏惟罢免案
通过后，民进党内紧急开会，决定提前全
面应战，
全力进行政治动员。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认
为，若民进党“四大公投”惨败，从台行政
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到蔡英文和民进党当
局将“三位一体”遭到严重打击。民调中
四项“公投”支持者相当程度是跨党派，
一面倒是因为年轻、高学历、跨党派支持
者选择站在民进党对立面。

岛内舆论如何评估？
连日来，岛内媒体集中批评民进党
对“四大公投”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且完
全忘了自己曾经的主张和作为。
《中国时报》评论指出，除“核四”议
题是民进党一直反对的，其余 3 项都是其
在野时极力主张的。民进党想说服民众
投出 4 张不同意票，但这无异于打自己耳
光。
岛内舆论提到，马英九执政时期，时
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主导反对“毒牛”进
口的大游行，而民进党执政后未经沟通

即擅自开放“莱猪”，实属食言而肥。
《联
合报》社论指出，如此摇摆反复，牺牲农
民利益，罔顾民众健康，
何以说服大众？
民进党过去把“公投”奉为神主牌，
2017 年修法降低“公投”门槛，未料隔年
与“九合一”选举合并进行的“公投”案达
十项之多，并有七项过关，蔡当局极为难
堪，于是又修法“脱钩”。这种把法律当
成垫脚石搬来搬去的做法，怎能不让民
众愤怒？
“藻礁”与“核四”两案，则可视为
民众对蔡当局不合理能源政策的不信任
投票，当局一意孤行，台湾极可能陷入长
期缺电危机。
台湾学者柳金财认为，民进党的私
利算计及双重标准，一步步侵蚀其执政
正当性。自由撰稿者余睿明指出，民进
党前后不一的主张与作为多到罄竹难
书，视法律如无物，视舆论批评如敝屣，
让台湾社会走进“不问是非，只看颜色”
的死胡同。媒体人彭蕙仙指民进党是变
色龙，多行不义，在“公投”中被反噬“也
是刚好”。
《联合报》指出，民进党当局必会将
“四大公投”打成“蓝绿对决”，并升高为
“国家认同及反中意识形态的对立”。但
这样做未必能得逞，执政者操弄过度，极
可能引起民众嫌恶而收到更大反效果。

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
近日，一场名为“国家统一与民族复
兴”的研讨会引发热议。微博热搜榜上，
10 余万网友为词条“统一后台湾财政尽
可用于改善民生”点赞，生动体现大陆民
众对宝岛回归的热切期盼和由衷善意。
在岛内，这场研讨会也广受关注，
“台湾究
竟要走向何方”成为人们探讨的焦点。
此次热搜词条来自国台办副主任刘
军川在研讨会上的发言。
“祖国统一、民族
复兴既是大义，更具大利。
”他说，统一后，
台湾的和平安宁将充分保障，经济发展将
得到充分增进，民生福祉将得到充分提
升，台湾同胞特别是广大青年来大陆发展
的天地更加广阔，文化创造将得到充分发
扬，对外交往将得到充分拓展，在国际上
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
尊严。
诚如斯言。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
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

整体利益。台湾的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
湾同胞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这是我们
始终不变的政策宣示，更是包括两岸同胞
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
对台湾同胞而言，在解决前途命运的
问题上，意见和建议是否得到充分吸收，
利益和感情是否得到充分照顾，社会制度
和生活方式是否得到充分尊重，私人财
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保
障，都是至关重要的。对此，我们完全理
解。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遇和社会
环境，有着特定心态。熨平心里创伤需要
亲情，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真情，我们有耐
心更有信心。
我们尊重台湾同胞自己选择的社会
制度和生活方式，也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
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所有拥护祖国统
一、民族复兴的台湾同胞将真正当家作
主，参与台湾治理和祖国建设，尽享发展

福祉与复兴荣耀。
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相反，
制度的安排可以形成互利共赢局面，人心
的契合将使统一基础更加牢不可破。两
岸同胞命运与共，彼此没有解不开的心
结。面对两岸历史和现实原因造成的差
异，只要两岸同胞以同理心看待，多沟通
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必能心手相连，不断
创造有利条件，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
现祖国完全统一找到正确路径。
反之，如果放任民进党当局悖逆历史
潮流，推动“去中国化”，迎合外部势力出
卖民族利益，不择手段煽动“反中”
“仇
中”，将 2300 万台湾同胞一起绑上战车，
那么，台湾的和平安宁何以维持？投资和
经济环境何以存续？台湾同胞的民生福
祉何以保障？负隅顽抗搞“台独”
，只会铸
成历史性大错和灾难性后果。
在美西方反华势力的政治战略里，台

湾不过是一颗棋子。美国最看重的永远
是自身利益，棋子终究随时可弃。而在中
华民族大家庭里，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
天亲，血浓于水，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始
终系在中央政府和大陆民众的心上。如
何看待“台独”势力的谋算和操弄，如何选
择台湾的前途和命运，相信台湾同胞会作
出正确判断。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
可以开创。
“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
在海峡两岸引发的舆论热度，再次证明两
岸走近、同胞团圆是两岸同胞共同心愿。
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我们同属一个中
国、同属一个民族从来没有改变，也不可
能改变。深盼广大台湾同胞坚定站在历
史正确的一边，与大陆同胞携手同心，共
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荣伟业。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 记者赵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