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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念 “汪辜會談”二十周年會上的發言 

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 劉震濤 

2013 年 4 月 28 日 台北 

 

一、 簡要回顧 

1. 道路曲折，成果顯著。1993 年 4 月的汪辜會談結束了自 1949

年以來兩岸不接觸、不談判的歷史，20 年中，儘管兩岸關係

幾經波折、跌宕起伏，但仍在複雜的環境下磕磕絆絆不斷前行。

2008 年，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岸恢復了兩會商談，迄今

為止已簽署了 18 項協議，使早在 1979 年大陸就提出的兩岸直

接雙向的 “通航、通郵、通商”的三通得以實現；兩岸人員往

來持續增加，到 2012 年底已接近 800 萬人次；兩岸經濟合作

框架協議 ECFA 進入後續商談，服務貿易協議即將簽訂。特別

是 2013 年，兩岸在金融 MOU 合作框架下簽署了一系列金融

協議，在建立人民幣和台幣清算機制之後，兩岸金融合作邁出

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步。有些政策是為台資量身訂作的，如

開放同省異地支行，台資證劵公司在大陸特定地區設立股權高

達 51%的證劵公司，且大陸合作夥伴可以是非金融機構。陸資

在台銀行參股比例可提高到 20%等等，這些安排不同於外資待

遇，也有別於港噢。如果說，ECFA 協議、服務貿易協議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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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協議分別代表著貨物、人員和資金流動的話，那麼可以說今

天兩岸間已開始了物流、人流和金流的新 “三通”，兩岸經濟

交流和人員往來邁入了新階段。 

2. 對台政策與時俱進。1949 年以來，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的一中原則是大陸與其他國家交往時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是 

“九二共識”的核心和精髓。二十年來，大陸對 “一中原則”的

表述也隨著兩岸關係發展與時俱進。2000 年 8 月，錢其琛副

總理提出 “新三句”: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

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2008年以來，

隨著兩岸和平發展進程，兩岸的交流更加深入，彼此的政治互

信逐步建立，大陸提出了 “一中框架”的理論創新。這一表述

更具包容性和前瞻性，更符合兩岸和平發展新階段的民意和訴

求；既堅持了 “一中原則”，又顧及到了台灣方面的實際情況，

這一表樹可以說是兩岸求同化異的典範，有利於雙方共同努力

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

安排，深具兩岸特色，所以維持 “一中框架”有利於在和平發

展的道路上，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下，團結兩岸更多民

眾共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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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台制度不斷完善。在前不久結束的博鰲論壇上，習主席提出，

盡快讓台商享受大陸企業同等待遇，這是一個新的重要的方向

性宣示，標誌著兩岸經濟關係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兩岸經濟

關係是兩岸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兩岸關係的基礎，而台

商是推動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的重要力量。一直以來，由於大陸

實行台資比照外資政策，台商享受外商待遇，不少台商感覺自

己成了 “外國人”，這或多或少的傷害了台商的民族感情，.久

而久之在感情上助長了分離傾向。但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和

條件下，這種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現在，面對新形勢，在兩

岸和平發展新時期創建 “共同家園”得過程中，讓台資享受大

陸企業同等待遇是適時的、智慧的決定，不僅僅史的台商能夠

獲得更多的市場准入機會，有更多的融入大陸經濟的選擇，有

全面的分享大陸改革開放紅利的可能，從而有利於集聚兩岸同

胞共同振興中華得正能量。兩岸同是中國人，但目前台灣民眾

認同有差異。台資享受陸資待遇，對台胞來說，不須改變戶籍，

但當她在大陸投資、創業和居住的時候由於與大陸本地居民無

差別待遇，溫馨而安定的主人翁油然而生，精神依託的期待落

到實處，久而久之更加緊密的利益紐帶和親情關懷會產生同大

陸同胞命運與共的訴求，有利於台商在大陸建設台胞 “精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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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更進一步為認同 “共同家園”打下良好的感情基礎。 

二、 幾點啟示 

   回顧這段歷史，有幾點啟示: 

1、 兩岸關係的堅冰已從經濟層面開始打破。從 1979 年到 2013

年，34 年的時間經歷了千辛萬苦，克服了種種困難才基本實

現了經濟關係正常化、機制化和制度化，並正在逐步建全和完

善之忠。顯然這些成果是初步的，但確實屬不易。當前兩岸互

信仍然脆弱，事關兩岸經濟關係全局的兩岸產業合作艱難進行，

政治商談尚未開始，兩岸關係完全正常化任重道遠。大家都要

深思為什麼 “老三通”花了 29 年， “新三通”要複雜得多但只

花了 4 年時間，原因在於 “民意”，2008 年之後 “老三通”成為

現實，ECFA 早期收穫開始執行對台灣普通民眾帶來實惠，相

應的 “九二共識”越來越得到民眾的支持，民意才是從根本上

成了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得有力推手。汪辜會談先從兩岸人

民迫切需求的 “文書論證”等內容開始，雖然當時互信不足，

但都有誠意要為人民辦實事，終於取得了四項協議，目前兩岸

仍有很多困難甚至是障礙，但只要繼承和發揚 “汪辜會談”的

精神，兩岸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2、 要辯證看待兩岸間的政治和經濟關係。汪辜會談後兩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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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歷程充分證明了兩岸政治、經濟之間是辯證的關係，兩岸商

談幾度中斷，一次是因為 1995 年李登輝訪美中斷了一段時間，另一

次是 1999 年 7 月，李登輝拋出 “兩國論”，導致兩會商談中斷到 2008

年 6 月，長達 10 年之久。這一時間因為沒有政治共識作基礎，兩岸

關係發展步履維艱，成效不彰。但此時的經濟交流和合作仍然熱絡，

對維護兩岸關係起到了關鍵作用。從 2008 年開始，短短的 4 年間完

成了 18 項協議，使兩岸經濟關係進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根源就

在於 2008 年後台灣當局實現了承認 “九二共識”的兩岸政策，深化

了兩岸互信的政治基礎，由此推動了兩岸經濟互信的快速發展。為

了及時順應兩岸發展的潮流，兩岸互設 “辦事處”就成為必然，設立 

“辦事處”事實上已不再是單純的經濟行為。但是目前兩岸政治互信

還遠遠不夠，島內有些人仍然停留在兩岸對立、甚至對抗的思維上，

將經濟問題泛政治化，對推進兩岸關係缺乏誠意。因此，當前如何

順應兩岸關係必然要發展的歷史趨勢，採取積極措施來加強兩岸政

治互信就顯得非常重要，現階段兩岸的經濟合作，並非 “差不多”了，

事實是 “差得多”呀!因此，進一步全面推進兩岸關係發展，夯實經

濟互信仍然是基礎性工作，也是當前最重要和最緊迫的事。 

    人們常說處理兩岸關係需要新智慧、新策略。兩個 “三通”分別

花了 29 年和 4 年，後者就是新智慧的結果。簡單來說，新智慧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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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堅持了以人為本的原則，它既是發展兩岸關係的出發點也是落

腳點。 “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是 “以人為本”的根本所在，而振興

中華是兩岸人民共同的夢，只要滿足了人民的期待，再大的困難也

可以克服，兩岸關係就會順利發展。 

三、 對未來的展望 

1、 當前 “兩會”的作用發揮得不夠充分，是由於島內有一股力量起

著掣肘的作用，因此要進一步發揮 “兩會”的積極作用，著眼於為兩

岸民眾謀福祉，推進兩岸關係深入發展。現階段深化兩岸關係困難

還很大，是因為兩岸長期形成的 “疙瘩”還比較冷、比較硬，但只要

有熱情、耐心和決心，堅冰還是可以融化的。如果用火一般的熱情

去融化，就可加快融化；要有堅忍不拔的毅力和持久踏實工作的耐

心，才能使這把火越燒越旺，並且中間不能熄火，否則已融化的冰

水有可能重新凝固；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和振興中華的正

確方向，才能最終將 “冰疙瘩”完全溶化，從而實現振興中華民族的

偉大理想。汪辜會談開啟了兩岸協商的大門，中間受到 “台獨”勢力

的干擾，以致這扇大門不得不關閉 10 年。但 2008 年兩會重啟協商

大門後，取得了豐碩成果，展現了兩岸關係的美好前景，歷史經驗

告訴我們，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能輕易關閉 “兩會”協商大門，

在目前順利時期也必須要正視各種困難特別不能繼續讓保守和等待



2013-04-28辜汪會談廿週年紀念座談會                               台北論壇、銘傳大學 
 

7 
 

的思想作怪，應該是開放的心態對待。同時，我們還要警惕和防止

各種人為的障礙，甚至於是干擾，兩會的大門才會越開越大，最終

可能撤掉大門成為完全的無障礙通道，那時兩岸關係就會完全不同

於現在的局面了。 

2、兩岸和平發展過程中要凸顯 “兩岸特色”。 “兩岸特色”是以實現

兩岸和平發展為戰略目標，又從兩岸實際出發而務實行動的創新理

念，是體現兩岸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原則。 “兩岸特色”是推進兩岸

和平發展的必要的一步。從根本上說，兩岸特色就是有別於港澳、

更是有別於 “國與國”關係的兄弟關係，兩岸現階段還有隔閡，因此

先從經濟上做個 “好夥伴”開始，ECFA 協議是具有 FTA 性質的貿易夥

伴關係，但是由於有 “兩岸特色”，ECFA 的內容大大擴充和豐富，因

此並不改變我們之間的兄弟關係。兩岸首先爭取做個經濟上的好夥

伴是個過渡階段的產物，藉此平台來逐步消除隔閡，因此，我們在

ECFA 商談和執行過程中，深化兩岸產業合作的過程中，不是利益斤

兩必爭、錙銖必較的 “競技場”，而是把它做為建立互利合作、增進

互信的平台。 “互利、互惠、互讓、合作、雙贏”是最重要的共同遵

循的原則，然後逐步走向兩岸共同市場，實現經濟一體化是共同努

力的目標。這一經濟上的兩岸特色可以概括為 “互利幫扶、有效整

合’好夥伴”。兩岸政治協商還未啟動，現階段可以繼續在 “一中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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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充分發揮 “兩會”和民間 “雙輪”作用，廣

泛深入交流，並將經濟上 “互利、互惠、互讓、合作、共贏”的原則

移植到其他領域，在政治上已和平發展替代紛爭和對抗，已縮小分

歧擴大共識，推動實現 “高度包容、平等尊重、中國夢”；在社會文

化和各領域的交流方面，則是要凸顯 “誠心誠意、相互學習、好兄

弟”的兩岸特色。我們深信只要堅持 “兩岸特色”，積極探索和認真

實踐，兩岸關係必將向縱深，向我們既定的目標發展。 

 以上願與大家討論，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