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兩岸風雲坎坷不足懼
晤蕭萬長勉台工商界旗幟鮮明反「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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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博鰲對台論述回顧
2013年4月：

■大陸方面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決心是堅
定的，方針政策是明確的；

■我們將保持對台大政方針的連續性，繼續實施
行之有效的各項政策，促進兩岸關係發展不斷
取得新成就，更好造福兩岸同胞；

■兩岸同胞要真誠團結合作，共同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肯取勢者可為人先，能謀勢者必有所成。」
希望本着兩岸同胞一家人的理念促進兩岸經濟
合作，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兩岸經濟同屬
中華民族經濟；

■我們會更多考慮台灣同胞的需求和利益，積極
促進在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加快給予台灣企業
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為深化兩岸經濟合作提
供更廣闊的空間。

2015年3月：

■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一家人，是命運共同體；

■我們願與台灣同胞一道，加強合作，繼續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來源：新華社

習近平歡迎蕭萬長先生和各位台
灣工商界朋友來到博鰲，共話

亞洲地區合作發展大計。他表示，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台灣
問題攸關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島內
工商界朋友要旗幟鮮明地堅持「九二
共識」、反對「台獨」，堅定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
習近平指出，深化兩岸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讓廣大台胞台企獲得實實在
在的好處。希望兩岸同胞共擔民族大
義，共推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共圓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抓住機遇安居樂業
在大陸發展的台商接受香港文匯報
採訪時表示，很自豪見證了大陸40年

來發展歷程，台企分享了大陸的發展
機遇也獲得了成功。站在再次改革開
放的新時代新起點，台商們表示，將
繼續努力耕耘，爭取分享祖國大陸深
度開放的發展紅利，同時也繼續肩負
推動兩岸深度交流交往、融合發展的
重要使命。
福建廈門台商協會會長吳家瑩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回望大陸改革開
放40年非常感慨，中國從一窮二白、
積貧積弱到如今躍升為世界大國、強
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改革開
放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本身就是人類
文明發展史難得一見的傳奇經驗，是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比擬的。
「作為中國人我們更感到由衷地自豪
和驕傲。」

「台胞、台企見證了中國40年來改
革開放，也正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破
冰了兩岸關係，讓兩岸人民融合在一
起，台企台胞循着大陸改革開放的這條
康莊大道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台企
在大陸因此取得成功，台胞在大陸安居
樂業，令我由衷地感慨」。吳家瑩表
示，改革開放40年，不僅推動了大陸
自身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也惠及世界
各地，包括台灣地區。許多台胞參與了
大陸的開放大潮，享受了大陸開放政策
的發展紅利。

傳承父業深耕福建
福州台協會榮譽會長陳秀容也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父親陳信維1987
年回到祖國大陸投資創業，當時正是

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時期，到如今自己
傳承父親遺志繼續留在福州創業拚
搏，創建的企業已經在福州深耕整整
30年光陰，見證了大陸改革開放以來
福州的日新月異巨變。隨着改革開放
政策的深入與發展，來福州、來大陸
投資創業工作的台灣人越來越多，特
別是許多剛剛畢業的台灣青年都選擇
把福建當作他們事業發展的第一站。
陳秀容說，習近平在博鰲對台胞台

商的講話，讓台胞台商深切感受到政
府對於堅定推動兩岸發展，兩岸一家
親政策的決心與信心。她感謝大陸政
府給予台灣創業者越來越多的便利，
不論是創業方面抑或是生活方面，都
給予台胞台商繼續深耕大陸、推動兩
岸融合發展的自信。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何德

花、新華社及央視網報道，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10日上午在

海南博鰲會見前來出席博鰲亞洲

論壇2018年年會的台灣兩岸共

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

一行。習近平表示，今年是祖國

大陸改革開放40周年，兩岸一

家親，願意繼續同台灣同胞分享

大陸發展機遇，「兩岸前景一定

是很光明的，雖然會歷經風雲坎

坷，但不足為懼。我們就是要堅

持『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這樣兩岸的路會越走越

寬，前景會非常光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近期中美貿易摩

擦事態發展讓台資企業深感憂慮。廈
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暨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經濟平台執
行長唐永紅10日表示，台商不必過度
擔心貿易摩擦的影響，中國大陸在可
預期的將來依然是世界經濟中發展機
會較多、環境較好的市場。

貿易摩擦不會「地動山搖」
唐永紅指出，當前，中美對於經濟

全球化及國際貿易的態度迥然有別；
中國大陸不願意發生貿易戰，以有理
有利的反制來表明立場、維護自由貿
易與多邊主義的國際經貿秩序，也維
護了廣大台商的利益。
他指出，經過40年改革開放，中國
大陸已成為一個產業門類齊全、主要
依靠內需發展的大型經濟體，目前出
口貢獻率約10%，即便與美國的貿易
往來受到影響，也不會「地動山
搖」。
唐永紅表示，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
體，巨大的內需市場可保障大陸經濟

發展波瀾不驚，也可預期經濟自主性
在不遠的將來進一步增強，國際經濟
空間進一步拓展。
唐永紅認為，大陸支持台資企業扎
根發展的態度是一貫的、明確的。即
便台灣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
大陸仍然積極主動促進兩岸經濟社會
融合發展，積極落實今年2月底發佈
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
的若干措施》（即31條）。

轉型升級拓展內需市場
此外，唐永紅強調，目前兩岸正力

圖推動產業邁向高端水平，但顯然不
為外部勢力所容。貿易摩擦中，美方
對中國大陸採取的相關措施明顯針對
大陸高科技產業。
唐永紅指出，外部勢力阻擋不了大
陸產業的高端化發展。廣大台商特別
是從事高科技產業的業者，可以堅定
在大陸發展的信心，積極掌握市場先
機，以利長遠發展。對於深受國際市
場影響的廣大加工貿易企業，中國大
陸也在繼續採取有力舉措，協助轉型
升級，轉移至中西部地區、拓展內需
市場。

「以銅為鑒，可正衣冠；以古
為鑒，可知興替」。正在舉行的
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上，

四款特別設計的景泰藍作品入選今年官方用禮，傳統
工藝背後的「中國故事」，向世界傳達出博鰲亞洲論
壇各國交流互鑒、合作共贏的精神。
景泰藍又稱「銅胎掐絲琺琅」，在古代曾是帝王專享

的奢侈品。2006年，景泰藍製作技藝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名錄。近幾年，景泰藍更是作為高端國禮頻頻亮相國際
舞台，在全球綻放光彩，成為國人引以為傲的「文化名片」。

八馬入畫寓齊頭並進
其中一款名為《錦繡瓶》的作品以清代乾隆年間經典器型

「鳳尾尊」為原型，撇口象徵開放，鼓腹寓意包容。另一款名
為《合美瓶》的作品則以明代「蓋罐」形制加以創新，並融入
西方銀器經典造型語言，蝶戀花、蓮花等紋飾的使用，則體現
各國和諧、合作的主旨。《縱橫四海》景泰藍則是對明代嘉靖
年間經典「蓋罐」形制進行創新，飽滿圓潤的器型寓意着和諧
包容，以八匹奔騰的駿馬為通景畫面，展現了亞洲各國齊頭並
進、共振經濟騰飛的發展局面。
最有意思的是創意靈感來源於中國古代手把鏡造型的化妝

鏡，這些工藝品的創意策劃宋寧頡說：「以銅為鑒，可以正衣
冠；以古為鑒，可以知興替……鏡子的設計就是為了傳達博鰲
亞洲論壇各國交流互鑒、合作共贏的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博鰲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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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市場仍是最好選擇大陸市場仍是最好選擇

■撇口象徵開
放，鼓腹寓意
包容。圖為精
美的博鰲景泰
藍國禮。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寶儀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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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海南博鰲亞洲論壇的開幕演
講，向世界清晰展示了中國正按自己的節奏推進新一
輪改革開放，展示了中國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代表的
現有國際秩序，維護多邊共贏貿易體制，中國將以最
大決心擴大開放、惠及世界，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
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習
近平的講話給處以十字路口的世界極大鼓舞，更與美
國總統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奉行單邊獨贏形成
鮮明對比，顯示中國已成為穩定世界最可信賴的力
量。中國持續開放，將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
力，必給香港帶來巨大機遇，香港亟需跟上國家節
奏，順勢而為對接國家改革開放新舉措。

「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
習近平的講話是改革開放再出發的總動員令，是中國
將更加開放的決心展示，顯示中國已成為引領全球發
展的主力。40年來，改革開放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
刻影響了世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穩定器和動
力源，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為人類和平和
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了中國貢獻。

中國的開放立足自身發展、按照自己節奏，開放的
步伐不會因為任何外在因素的影響放慢或加速，那種
認為中國因中美貿易戰的壓力而擴大開放的說法既不
符合事實，也是對中國改革開放思維的錯判。中國一
直堅持自己的判斷：經濟全球化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潮
流。因此，一方面，中國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開放
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另一方面，別指望中國會在外
部壓力下無節制、無原則地門洞大開，中國的對外開
放有自己的主張、訴求和節奏，擴大對外開放絕不會
以犧牲中國的國家利益為代價。

在人類面臨開放還是封閉、獨贏還是共贏的重大抉
擇時刻，習近平的演講給世界以多邊主義戰勝單邊主
義、以自由貿易戰勝保護主義予極大鼓舞和信心。與
美國處處挑戰國際貿易秩序、走向保護主義不同，中
國否定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摒棄妄自尊大、獨善其
身，以和平發展、攜手合作來實現共贏、多贏。

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探索中，中國堅決維護以
聯合國憲章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堅決維護
多邊貿易體制，加強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多
邊框架內合作，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走開
放融通、互利共贏之路，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習近
平鄭重承諾：無論中國發展到什麼程度，我們都不會
威脅誰，都不會顛覆現行國際體系，都不會謀求建立
勢力範圍。

令世界各國興奮的是，習近平演講中提出了四大開
放新舉措：放寬市場准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
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中國將於今
年11月在上海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這一
切大動作，顯示中國以實際行動擴大進口，不以追求
貿易順差為目標，顯示中國有決心、有信心、有能力
維持世界貿易秩序、促進全球經濟健康發展。

習近平對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部署，果斷有力、
安排緊湊，清晰定出時間表，並明確表示：這些重大
舉措要盡快落地，宜早不宜遲，宜快不宜慢。這是國
家在十九大和兩會後展現的施政新風，改革開放措施
推進穩、準、狠，出拳乾淨利落，絕不拖拉推諉。國
家改革開放再出發，對香港是重大利好，香港要把握
好機遇，跟上國家改革開放的節奏，配合國家所需，
發揮香港所長，再創新輝煌。

開放續擴大改革再出發 中國是世界穩定維護者
民主黨日前突然發起所謂眾籌，聲稱向公

眾籌集200萬元，以「調查」前行政長官梁
振英的UGL事件。梁振英委託律師向林卓廷
等人發出律師信，促請有關人士立刻停止相
關指控，並保留一切日後採取法律行動的權
利。所謂UGL事件發生至今3年多，反對派
拿不出任何經得起法律和事實考驗的證據，
卻不斷炒作事件，目的只為狙擊、抹黑梁振
英，從而打擊政府管治威信，破壞本港目前
專注發展、轉趨和諧的良好局面。

UGL事件發展至今，反對派絞盡腦汁、一
直循多個渠道炒作，包括在立法會拉雜成
軍，成立專責委員會追查，可惜費盡心機，
因為毫無證據而沒有寸進。與此同時，梁振
英本人與事件主角UGL，過去3年多時間不
厭其煩地澄清、回應社會的關注。UGL已說
明從來沒有要求梁振英為他們提供任何服
務。有人曾向英國和澳洲的執法機關舉報，
又去信香港及英國當局查詢，但外國的執法
機關，以及戴德梁行董事局、戴德梁行核數
師，相關銀行，事件涉及的大小股東等，都
沒有就UGL與梁振英簽的離職協議接觸過梁
振英，更遑論調查或起訴他。

更值得注意的是，戴德梁行的主要債權人
蘇格蘭皇家銀行等，以至本港行政會議秘書
處，均對立法會調查UGL事件的專責委員會
作供邀請沒有回應。如果梁振英真的干犯了
反對派所指的嚴重罪行，為何外國和本港的
政經機構都不站出來指證他，難道這些機構

都一起包庇梁振英嗎？答案很清楚，顯然是
反對派的指控站不住腳，完全沒有法律和事
實依據支持，只是針對梁振英的政治炒作，
稍有法律常識的人或機構，自然不會隨反對
派的指揮棒轉。

但即使拿不出任何真憑實據，也沒有任何
監管、執法機構展開調查，反對派對UGL事
件仍死咬不放，以捕風捉影「想當然」的指
控抹黑梁振英。這是因為通過立會調查UGL
事件，已令廣大市民反感，也激不起太多社
會回響，委員會很大機會「爛尾」，反對派
擔心難以向支持者交差，更少了一個搶佔道
德高地、撈取政治利益的話題，唯有再闢戰
場，發動所謂眾籌調查事件，不惜罔顧事
實，再炒熱UGL事件，以便繼續誤導公眾，
博取長期關注。

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聚焦發展經
濟，致力改善民生，努力改善行政立法關
係，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政府管治權威增
強，施政事半功倍，對市民和香港都是好
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反對派對UGL事件
死纏爛打，企圖掀起新一波政爭風浪，肯定
與主流民意背道而馳。求和諧謀發展已成為
本港社會共識和主流民意，上月結束的立法
會補選，反對派如意算盤落空，很大原因就
在於只搞政爭、不事民生。如果反對派不吸
取教訓，還拿UGL事件借題發揮，欲令政爭
復熾，以求渾水摸魚，必然受到廣大市民的
抵制和懲罰。

罔顧事實炒作UGL事件 反對派圖損管治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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