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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地区稳定 着眼长远发展
——
—海外舆论瞩目两岸领导人新加坡会面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中
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 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4日
宣布，经两岸有关方面协商，两岸
领导人将于11月7日在新加坡会
面， 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
换意见。 海外舆论乐见会面的举
行，积极评价其历史意义，认为会
面将进一步推动地区和平稳定。
美国政府就此发表评论表
示，美国欢迎台海两岸采取减少
紧张和改善关系的举措。白宫发
言人 欧内 斯 特在 例行 新 闻 吹 风
会上表示，台海两岸拥有稳定与
和 平的 关 系符 合美 国的 根 本 利
益。他重申，美 国坚 持 一个 中国
政策。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伊丽莎
白·特鲁多在例行新闻吹风会上
表达了同样立场。她说，美国对台
海两岸近年来采取的减少紧张与
改善关系的举措表示欢迎， 因为
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给两岸、美
国 与 亚洲 地区 都 带来 了巨 大 好
处。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4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台湾海
峡的和平与稳定对本地区乃至全
世界来说都极为重要。 日本今后
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
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言人科齐
扬契奇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欧盟已注意到两岸领导人将在新
加坡举行会面的消息， 欧盟相信

这是充满希望的一步， 将持续关
注相关进展。
新加坡外交部4日发表声明
说，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关
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新加坡支
持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有助于促
进海 峡两 岸 关系 和平 发 展 的 倡
议，包括1993年在新加坡进行的
“汪辜会谈”。
英国 《每日邮报》4日的报道
认为，这将是一次历史性会面，将
是两岸关系自1949年以 来 的重
大转变。 报道援引台湾淡江大学
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专任助理
教授黄介正的观点指出， 这次会
面十分重要， 将使两岸关系开启
新的篇章。
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极为关注
两岸领导人会面的消息。 澳两大
媒体集团旗下主流大报均以大篇
幅报道了这一消息， 并配发评论
和背景资料。《澳大利亚金融评论
报》国际编辑托尼·沃克尔发表评
论文章说， 亚太地区的目光将带
着极 大 兴趣 聚焦 这 次历 史性 会
面。中国的邻国将对此表示欢迎，
这显示出中国大陆在处理台湾问
题上可能会采取更灵活的措施。
文章说，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
领导人首次会面， 其历史意义不
容低估。 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们将
密切关注这次会面。
法国主要日报《费加罗报》网
站4日刊登的文章说，分析人士认

为， 这次会面将能够使两岸在最
高层建立直接和持久的联系。
新加坡 《联合早报》5日的文
章引用学者的话形容此次会面对
两岸关系意义重大，层级高得“突
破天花板”。 该报另一篇文章说，
此次会面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取
得标志性重大突破。 接受该报采
访的学者均认为， 会面将着眼于
两岸关系未来长远的稳定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所长郑永年发表文章说， 这次会
面将开启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沟
通的先河， 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
法国国际问题专家、 中欧论
坛创始人高大伟 （达维德·戈塞）
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两岸领导人
会面的消息给全世界带来这样的
信号： 大陆和台湾正在走向更多
的协调、 融合并对该地区的和平
和繁荣作出更多贡献。
澳大利亚中国统一促进会会
长李涛说，可以看出，这次会面是
海 峡 两岸 以民 族 利益 为重 的 会
面。两岸同胞本是一家，兄弟之间
本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只要双方
都认同一个中国的理念， 在中华
民族的大框架下坐在一起协商，
两岸问题都能解决。 希望能够看
到海峡两岸的交流会有实质性的
进展。
澳大利亚孔子研究会会长钱
启国说， 习近平和马英九能够举

行会面是两岸领导人高瞻远瞩的
表现。澳华文联主席余俊武认为，
这次会面顺应时代和民意， 得到
两岸热爱和平人民的拥护。 悉尼
中 国和 平 统一 促进 会 会长 王 然
说， 这次会面必将为两岸关系的
后续发展铺下坚实的路基。
巴西里约华人联谊会执行会
长郑侠茂说， 两岸领导人会面顺

潮流、合民意，是两岸人民的共同
愿望。 这次会面肯定会推动两岸
和平统一进一步发展。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
行会长王俊晓认为， 两岸领导人
会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将有
助 于两 岸 加强 各领 域 的交 流 合
作，增进两岸民众福祉，进一步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马英九：举行两岸领导人会面
是为下一代的幸福
新 华 社 台 北 11 月 5 日 电
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将于
11月7日在新加坡会面， 就推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台
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5日在台北
举行记者会表示，两岸领导人会
面对台湾、大陆与世界都是正面
的事， 看看各界反应就可了解，
做这个决定不是为下一次选举，
是为下一代幸福。
他表示， 两岸领导人会面
议题在过去两年中始终没有熄
火， 在今年10月国台办主任张
志军和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的
会面中提起这一议题， 双方会
面结束后再各向高层请示达成
共识， 可以说是两岸关系与时

俱进、会面水到渠成。
马英九说， 过去七年半以
来，两岸两会签署了23项协议，
涵盖各个领域， 创造了巨大的
和平红利， 给两岸带来了66年
来关系最和平稳定的一个阶
段。未来发展两岸关系，在消极
方面要降低敌意， 避免偏离正
道；积极方面要扩大交流，深化
合作。
他表示， 这是两岸领导人
66年来第一次会面， 是历史性
的里程碑， 有助于进一步改善
两岸关系。 持续追求台海的和
平与繁荣、促进区域和平稳定，
以及增进两岸人民福祉， 是我
们发展两岸关系不变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