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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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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军专门就此次重要会面接受记
者采访，介绍相关情况。 他表示，即将举行
的两岸领导人会面将开启两岸领导人直
接交流沟通的先河，有利于两岸双方增进
互信，巩固共同政治基础，推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关
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顺潮流 合民意
张志军表示，实现两岸领导人会面是

我们的一贯主张。 我们的态度始终是积极
开放的。 过去7年多来， 两岸双方在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上建立并增进互信，开辟了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道路，取得丰硕成果。 两会协商签署
了23项协议，解决了关乎两岸同胞切身利
益的一系列问题。 两岸经济合作持续深
化，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给两岸同
胞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好处。 两岸各领域
交流蓬勃发展，密切了两岸同胞感情。 两

岸协商处理有关涉外事务， 减少了内耗。
受这些成果鼓舞，两岸许多同胞和海外侨
胞呼吁两岸领导人举行会面，共商推动两
岸关系更大发展之计。

张志军介绍，国台办和台湾方面陆委
会在2014年建立联系沟通机制后，一直就
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保持沟通，努
力促进两岸各领域各层次人员的交流互
动，期间曾提到两岸领导人会面问题。 前
不久，我和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在广州会面
时，再次谈到这个话题，就此进行了初步
沟通。 双方都认为，两岸领导人会面对于
两岸关系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此
后，双方经过密切协商，就举行两岸领导
人会面达成一致。

一家亲 两岸情
张志军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两岸

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两
岸双方共同迈出这一步非常不容易。 1949
年以来，两岸关系历经风雨，跌宕起伏。 从
激烈军事冲突， 到长期尖锐政治对峙，直
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才打破相互隔绝
的坚冰，两岸同胞开始交流往来。 本世纪
的前几年，由于“台独”分裂势力的挑衅，

两岸关系一度濒临危机。 在两岸关系紧张
动荡的时候，是很难想象两岸领导人能够
面对面坐在一起的。 两岸领导人会面得以
实现，来自于两岸双方和两岸同胞的共同
努力，得益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累积的丰
硕成果。

张志军强调， 此次会面双方以两岸
领导人身份和名义举行、见面时互称“先
生”，是经双方商定的。 这是在两岸政治
分歧尚未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根据一个中
国原则作出的务实安排， 体现了搁置争
议、 相互尊重的精神。 综合考虑各种因
素， 这次两岸领导人会面安排在新加坡
举行。

张志军介绍， 两岸领导人此次会面，
将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探
讨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两岸民
众福祉等重大问题，以维护和进一步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会面结束后，两岸领
导人还将共进晚餐。

新期盼 新前景
张志军指出，当前两岸关系再度处于

重要节点，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 两岸同
胞期望台海保持和平稳定，两岸关系继续

和平发展并结出更多惠民硕果。 两岸领导
人在这个时候举行会面，是两岸双方顺应
两岸同胞心愿和时代潮流共同采取的一
项重大举措，将开启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
沟通的先河。

张志军说，1993年4月， 在海协会和
台湾海基会1992年达成两岸各自以口头
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的共识基础上，第一次“汪辜会谈”在新加
坡举行，建立了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
进两岸制度化协商的机制，有力推动了两
岸关系发展。 2014年2月，国台办和陆委
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建立两部门常态
化联系沟通机制，开辟了新的两岸沟通管
道，妥善处理和解决了两岸交往中的许多
问题。

张志军强调指出，两岸领导人实现会
面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大事， 将两岸交流互动提升到新高度，
开辟两岸关系发展新空间。 这将有利于两
岸双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管控矛盾分
歧，巩固共同政治基础，推进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也有利于地
区和平稳定。 相信一定会得到两岸各界和
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两岸领导人会面具有里程碑意义
张志军表示：

据新华社台北11月4日电 经两岸
有关方面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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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此， 中国国民党方面4日表示， 将两岸
沟通提升至双方领导人会面， 对于促
进两岸和平稳定和合作双赢有益。

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主委林
奕华表示， 在“九二共识” 的基础
上， 两岸关系从化解对立乃至和平
发展， 两岸领导人会面应是进入合
作双赢阶段的重大分水岭。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当天表示，两
岸领导人会面对于两岸关系是非常重

要的里程碑，在“九二共识”基础之上，
两岸关系能进一步发展， 更进一步奠
定两岸互信机制。 他说，会面对台湾、
对两岸和平与合作绝对是正面的。 两
岸走到21世纪， 不需要用意识形态或
对抗的态度，绿营也不要“逢中必反”。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
当天代表该机构发出声明表示， 支持
任何有利两岸和平及区域稳定的对话，
民意高度关注两岸关系， 希望这次会
面能符合民众期待， 圆满达成。

当天上午，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毛治
国与台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秘书长曾永
权前往立法机构， 说明会面相关事宜。

中国国民党：

有助两岸和平稳定合作双赢
据新华社台北11月4日电 台湾方面陆委

会主委夏立言4日召开记者会表示， 两岸领
导人的会面彰显双方维系两岸关系良性互动
的决心， 是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的正面讯息，
有助巩固两岸和平繁荣与促进区域安全稳
定。

他表示， 自2008年至今， 两岸两会会谈
已经历11次， 两岸双方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
也已会面6次， 两岸关系已到了阶段性发展
期。 10月， 他在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见面
时， 双方就两岸领导人会面进行初步沟通，
深感可以继续往前推进。 此次两岸领导人会
面， 彰显和平决心以及新的里程碑意义， 旨
在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得之不易的成果，

深化两岸之间的交往， 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
动力。 民调也显示， 八成以上台湾民众支持
两岸领导人会面。

夏立言说， 这将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
人的首次会面， 双方在两岸关系制度化发展
基础上， 进一步展开良性互动对话， 是两岸
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里程。 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 符合两岸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希望
这次两岸领导人见面可以形成制度性安排，
像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会面建立常
态化联系沟通机制， 两岸领导人会面也能够
阶段继续往上提升， 不止是马英九， 以后的
两岸领导人一样可以会面。 希望台湾各界正
面看待并给予最大的支持。

台湾方面陆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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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无疑将是历史性的
一刻， 将开启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沟通
的先河。这更将是影响深远的一件大事，
在两岸关系面临方向和道路抉择的关键
时刻，两岸领导人勇担重任，实现首次会
面，必能有利两岸双方增进互信，巩固共
同政治基础，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
护台海和平稳定， 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
具有不可磨灭的里程碑意义。

海峡两岸曾“咫尺之隔，竟成海天
之遥”，从激烈军事冲突，到长期尖锐政
治对峙，让几代人长久分隔两岸、青丝
成雪，才终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打破
隔绝坚冰，开启交流往来之门。其后，两
岸关系历经风雨，因“台独”分裂势力的
挑衅与破坏，一度濒临危境。所幸，在国
家前途、 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国
共两党领导人作出正确的历史抉择，力
促两岸关系转危为安，并在2008年开启
了两岸关系60余年未见的“最好时代”。

如今， 两岸领导人将实现首次会
面，直接对话沟通，并共进晚餐。回想两
岸关系不平凡的过往， 人们定然会感
慨， 双方共同迈出这一步何其不易，更
当体悟到这书写历史的一刻，背后是两
岸双方和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得益于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累积的丰硕成果，反
映的是双方对两岸同胞心愿与时代潮流召唤的顺应。

两岸领导人会面， 将踏出两岸高层政治互动往来的关
键一步，这充分体现了“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
来可以开创”的精神，反映了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
度，值得两岸各界同胞一道举手点赞，同心嘉许。

当两岸关系的指针再次走到“关键时刻”，当两条道路的
“选择题”再次摆在两岸同胞面前，两岸双方秉持搁置争议、相
互尊重的精神， 在两岸政治分歧尚未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根据
一个中国原则作出务实安排，商定合适身份和名义，促成两岸
领导人历史性会面，以期把握住转瞬即逝的“机会之窗”，充分
体现了两岸中国人高度的政治智慧， 更反映了站在全民族的
高度，在一个中国框架内通过平等协商解决难题的共同认知。

两岸领导人会面即将登场， 两岸各界和国际社会高度
瞩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是两岸同胞共同选择的，亦使
两岸同胞共蒙其利。 事实已经证明， 这是一条维护两岸和
平、促进共同发展、走向民族复兴、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
路。两岸主流民意希望来之不易的局面不被逆转，取得的丰
硕成果不得而复失，两岸关系不要重回动荡不安的老路，更
期待沿着光明的前景不断迈进， 因此冀盼两岸领导人会面
这一重大突破能够起到定锚、稳舵的作用。

当前， 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伟大复兴
的梦想。面向民族发展的未来，面向两岸关系的前景，我们
期待见证两岸领导人握手的一刻， 更盼望两岸中国人用共
同的能力与智慧解决自己的问题， 携手开启共享民族尊严
和荣耀的新征程。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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