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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出席紀念會並發表指引

新時代對台工作的綱領性講話，再次強調國家必須
統一、必然統一。習主席在講話中倡議，在堅持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
兩岸各政黨、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
和民族未來開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如果能夠順利達成
倡議，將會是這些年來解決台灣問題的重大突破。

兩岸關係走好是民心所向
「一國兩制」本來是為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如

今在香港成功實行20年左右，其制度已十分成
熟。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對台工作提出一
系列重要思想，繼承、豐富和發展了中央對台大政
方針，是中國共產黨人思考解決台灣問題、推進祖
國統一進程的最新理論成果。大陸先後採取一系列
惠及台灣同胞的政策措施，並落實促進兩岸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的「31條措施」，製發台灣居民居住
證，取消台灣居民就業許可證，讓台灣同胞分享更
多大陸發展機遇，享受與大陸同胞的同等待遇；大
陸啟用向金門供水工程，解決了長期困擾金門民眾
的吃水用水難題。大陸一系列的積極舉措，體現了
大陸願意率先與台灣同胞分享發展機遇的誠意，給
台灣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和便利，受到台灣民
眾的普遍歡迎和肯定。

「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目前已成台灣
島內熱詞。事實證明，兩岸關係走近走穩走好，是
民心所向、民意所歸，廣大台灣同胞對民進黨當局
製造兩岸敵意強烈不滿，希望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
定，希望繼續分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紅利、改善島
內經濟民生。

民主協商探索「兩制」台灣方案
習近平在講話中，談到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

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5點重要主張，並鄭重提出一
個重要倡議。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倡議兩岸各政黨、
各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展
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
制度性安排。此說類似當年的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可
跳過蔡英文「四個必須」中，兩岸必須是以「政府和
政府」所授權的公權力機構坐下來談的設定。至於充
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探索「兩
制」台灣方案，則是深刻體認套用於港澳的「一國兩
制」，要適用於台灣一定要因時、因地制宜。

習近平在講話中多番強調，祖國必須統一，也必
然統一。這是70載兩岸關係發展歷程的歷史定
論，也是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兩
岸分立分治70年，政治體制、生活方式以及三觀
都不一致，但這70年放在中國分分合合，分久必
合的歷史長河裡，並不算特別長的一段時間，至少
沒長到沖淡兩岸五緣相親、地緣相近的血脈相連。
我認為，重構身份認同與國族認同，塑造「想像共
同體」，才能形成「命運共同體」，要讓台灣人以
身為中國人為榮。如何讓台灣人民消弭恐共的疑慮
與拒中的憂鬱，這是我們所有愛國愛港人士的共同
責任和使命！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各界
扶貧促進會召集人兼監事長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國家主席習近
平發表重要講話，從五方面擘畫了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路線圖，有理有
利有節有情，受到海內外炎黃子孫的高度認同和熱
烈讚賞。
台灣民進黨當局驚慌失措，蔡英文更語無倫次

稱，「九二共識」是「中國」的「九二共識」，台
灣不接受「一國兩制」，又指台灣是「民主國家，
任何政治協商的談判均須獲人民授權」云云。

「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穩定的政治基礎，
1992年台灣海基會和海協會在協商時雙方都表明
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努力謀求
國家統一」的態度，其核心就是「一個中國」，這
些過程和內容都有清楚的文字記錄，不是蔡英文能
夠歪曲的。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
識」，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也是大陸
同台灣當局和各政黨進行交往的基礎和條件。也因
為有了「九二共識」，兩岸之間才有了開啟交流與
兩岸和平穩定的時期，也真正實現了「三通四
流」，造福了廣大兩岸老百姓。
蔡英文動輒拿「民主」做擋箭牌，無視台灣的前

途要由14億全體中國人民共同決定，14億人的大
民主才是台灣問題走向的決定性力量。
最近的「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勝，民進黨慘

敗，綠地變藍天，蔡英文無奈請辭黨主席。選舉結
果反映了廣大台灣同胞希望提振經濟發展、保障改
善經濟民生的強烈願望，反映了台灣同胞希望繼續
分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紅利、持續互利雙贏的最新
民意。蔡英文卻歪曲「九合一」選舉的民意，聲稱
不代表台灣基層的民意。
蔡英文自2016年上任以來，拒不承認體現一個

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導致兩岸關係形勢複雜
嚴峻，島內經濟民生受到衝擊， 島內民意對她越
來越不滿。她執政兩年不到，已出現「執政危
機」，島內民眾對她產生了「信心危機」。
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後強調：「現

階段對兩岸關係的看法就是『九二共識』，也在當
選後建立『兩岸工作小組』，因為有『九二共
識』，高雄市才可以往整個海外輻射出去。」不少
台灣人希望實現韓國瑜所說的「貨出得去，人進得
來」。兩岸交流合作得天獨厚，這種雙向利益需求
任何力量都壓制不住，蔡英文要遏阻各縣市政府與
大陸交往，已不可能。
習近平主席指出：「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

生，必將隨着民族復興而終結！」這是站在歷史高
度上的精闢之言。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
昌，逆之者亡。蔡英文企圖一意孤行朝與大陸對抗
的方向走，不承認「九二共識」，不接受「一國兩
制」，逆歷史潮流而行，是絕無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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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形勢穩中向好 香港更需融入國家大局
2019年到來，首先傳來美國總統特朗普邀請與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的消息，

透露了中美兩國的貿易磋商取得良好進展，有機會達成貿易協議。美國去年11月

和12月兩次股市大跌，預示如果繼續打貿易戰，中國固然受到衝擊，對美國的損

害更大，更拖累全世界進入經濟衰退。中國做好應對挑戰的準備，全面開放改革、

降稅減費、進一步開放市場，讓全世界享受中國發展的紅利，今年中國經濟總量有

望達到90萬億元人民幣，經濟能保持6.5%左右的預期增速，人均GDP也將達到

9,900美元，外匯儲備穩定在3萬億美元。這些漂亮的經濟「成績單」，再次證明

中國經濟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基本面，依然是全球經濟的「壓艙石」。

林龍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港人清楚看到，搭上國家經濟發
展的「快速列車」，香港今年的經
濟形勢依然樂觀。但是，我們也應
看到，日本、韓國、歐盟的出口在
收縮，全世界的貿易總額正在下
降。香港是一個細小的外向型經濟

體，面對全世界複雜多變的政治、經濟形勢，買
家的實力走下坡，香港的出口業、旅遊業都面臨
嚴峻挑戰。

做好應對各種可能的準備
去年第一季度，香港經濟增長為4%，到了第

三季度，已經下跌到2.9%，估計第四季的表現
會更差。香港的出口形勢，並非香港所能控

制，西方大力收縮資產負債表，減少貨幣
發行，所有投資工具如股票、地產、戰

略物資，將出現下調趨勢，影響西
方民眾的消費能力，自然影響

到香港。
我們希望，中美

貿易戰能

夠化干戈為玉帛，全世界重新走上共同發展之
路，推動經濟一體化。過去一段時間，似乎露出
了一點曙光，但我們仍然要做好應對各種可能的
準備。
中國去年外貿額增長了11%，主要原因是中國

全力開拓發展中國家市場，特別是「一帶一路」
新興市場，這些國家的經濟活力和貿易潛力，像
火山一樣爆發出來。香港工商界更應靈活變通，
「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應該考慮出口市
場多元化，也應跟隨國家開拓「一帶一路」市
場，這個工作做得越快越好，今年香港經濟增長
保持在3.5%大有可能。
今年又是加快5G商用步伐的重要年頭，也是

互聯網、物聯網升級的重要年頭。香港一定要跟
隨科技和產業革命的潮流，改革生產和銷售的模
式，如果落後於時代發展，就可能被淘汰。工商
界應積極支持特區政府，加快創科發展和產業轉
型升級；多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和區塊鏈這些
新技術，節省成本，提升競爭力。
中產專業人士，今後也要開拓新的專業服務市

場，與工商界和投資者構建更緊密的利益共同
體，舉行更多的座談會、研討會，建立恒常的工

作機制，統籌活動。希望特區政府

加強對工商界、專業界的支持，包括給予財政上
的援助。

把握大灣區「一帶一路」機遇
我們也希望香港的新聞機構，加強報道世界

各國的商業機會和產業園區的發展，加強創新
科技的科普教育，引導香港年輕一代認識中國
內地的科技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
路」的機會，多報道成功創業的香港青年典型
人物，讓香港形成拚經濟、穩民生、鼓勵創新
的氣氛。
香港各界人士要看到，世界面對百年未遇的大

變局，新科技運用，使發展中國家實現跨越式發
展的可能大大增加。科技競爭如逆水行舟，有準
備的國家和地區將能轉危為機，實現大發展
大上升。只顧內鬥和民粹的國家和地區，
經濟必然急劇衰落，競爭力萎縮。大
力創新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開拓新市場，已成為
香港人的歷史使命
和必然抉擇。

習主席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
年紀念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明確

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擘畫了和平統
一路線圖，開啟了推進和平統一的新征程，具有
劃時代的重大意義。祖國和平統一勢不可擋，無
論台灣蔡英文當局如何對抗，也不管將來台灣由
誰執政，大陸都會積極接觸台灣各界，商議「一
國兩制台灣方案」，推進和平統一。香港「一國
兩制」實踐最值得重視的成功經驗，就是堅守
「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成就「祖國
好，香港好」的香港故事。這對台灣有重要啟
示。
習主席在5點重要主張中，明確提出探索「兩

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習主席強
調，「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
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
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這三
個「充分」是鄭重承諾，有泰山之重，也有春風
之暖，相信會得到越來越多的台灣民眾的理解和
認同。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設計已經啟動
習主席還鄭重倡議，在堅持「九二共識」、反

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兩岸各政黨、各
界別推舉代表性人士，就兩岸關係和民族未來開
展廣泛深入的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達成制度性安排。習主席的這個政策宣示，受
到海內外的高度關注，原因在於，這顯示大陸已
在研擬統一步驟，「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具體
設計已經啟動，祖國和平統一的新階段由此開
啟，將對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出「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
實和平統一基礎」，對於這一點，我有很深的體
會。大陸改革開放的40年，也是兩岸經濟社會
融合發展的40年，台灣同胞是見證者、參與
者、受惠者。改革開放為台灣帶來很多發展機
遇，使眾多台灣同胞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兩岸
經濟交流深刻地影響着兩岸關係的發展，成為推
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力量。

蔡英文當局無法阻擋和平統一大勢
當前的兩岸關係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蔡英文

當局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
識」，兩年來兩岸關係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台
灣舉行「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大勝，折射了台
灣民眾對於兩岸和平發展的期待，兩岸關係出現
了新的發展機遇。
對於習近平的講話，蔡英文採取全盤否定、全盤

拒絕、全盤對抗的態度。其實，這種態度恰恰顯示
民進黨執政當局束手無策的困境。事實上，民進黨
上台兩年多，拒不承認「九二共識」，破壞了兩
岸合作推動和平發展的局面，引起越來越多台灣

民眾的不滿。台灣舉行「九合一」選舉，民進黨
大敗，就是台灣民眾對蔡英文當局的懲罰。
必須指出的是，蔡英文當局的倒行逆施改變不

了兩岸繼續融合的基本態勢，更改變不了祖國和
平統一大勢。無論台灣蔡英文當局如何對抗，也
不管將來台灣由誰執政，大陸都會積極接觸台灣
各界，商議「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推進和平統
一。
從根本上說，決定兩岸關係前途的是祖國大陸

自身的發展強大。大陸反對和遏制「台獨」、促
進兩岸交流合作的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是推動
兩岸關係繼續向前發展的主要驅力。祖國大陸完
全有能力在民族復興的過程中實現國家統一。我
們對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充滿信心。

香港經驗：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
香港在兩岸關係中具有特殊作用，不僅擔當中

介橋樑角色，著名的「九二共識」就是在香港達
成，而且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為推動國家和
平統一「率先垂範」。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最
值得重視的成功經驗，就是堅守「一國」之本、
善用「兩制」之利，成就「祖國好，香港好」的
香港故事。我們香港應該在習近平新時代對台重
要思想的指導下，在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新階
段，進一步擔當好兩岸交流的重要橋樑和平台，
攜手台灣同胞共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習五點」擘畫路線圖祖國和平統一不可阻擋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經過一年多的煎熬，土地供應
專責小組終於提交報告，這樣的
綜合研究是否效率太低呢？筆者
相信，特首林鄭月娥在去年底的
施政報告先於報告出籠前毅然決

然提出「明日大嶼」計劃，也是意識到這種效
率與突破香港缺地困境的嚴峻形勢不相適應
了。
不過，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也做了好事，就是廣

泛諮詢了民意，得知政府拓地是有堅實的民意支
持。政府施政需要有民意支持，但是政府的抉擇
也要高於一般民意，否則要政府來幹什麼？就拿

填海來講，不少地區人士都贊成維港以外填海，
但是千萬不要在「我的地區填」。
反對聲音除了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之外，

也許更強烈的反對來自那些短視的既得利益集團
和地區人士。那麼，政府如何辦？有關部門需要
「有肩膀」，敢於擔當敢於決策。
筆者最為着緊的是「明日大嶼」計劃。土地

小組提的是東大嶼發展，坊間主要認為其與「明
日大嶼」不同是填海數量的不同，筆者則認為是
香港未來發展思路的不同。「明日大嶼」增港土
儲外，更要打造香港的一個新的經濟中心。可以
想像，1,700公頃的新陸地，加上四條連接港

島、九龍和大嶼山的通道，一旦落成是一個怎樣
的香港？「明日大嶼」真的可以成為香港人的新
夢想。
「明日大嶼」可分期建設，之前的東大嶼計劃

可作為「明日大嶼」的一二期發展計劃。筆者生
怕，有人故意在「明日大嶼」與東大嶼之間糾
纏，又蹉跎了歲月。

這屆政府說了很多了，該落手去做。不落手去
做，土地永遠不會自動生成。期望新年伊始，拓
地的各種選擇都變成政府的落實綱領及具體行
動，尤其是「明日大嶼」盡早由構想變成計劃、
變成行動。

突破缺地困局馬上去做最重要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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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匯智庫與香港廣東青年總會
於上月19日共同發佈《香港青年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指數2018》。
是次調查回收約1,400份有效問
卷，受訪者是年齡在15-39歲之

間的香港永久居民。調查數據顯示，55.87%的
香港受訪者聽說過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計劃。
與前年調查結果相比，香港青年對於粵港澳大

灣區的了解程度有顯著提高，增幅達到25%。接
近半數的香港受訪者認為大灣區的發展會為香港
帶來機遇，相比前年增長13.75%。此外，過半

數受訪者認為香港青年赴大灣區發展具有三大優
勢：專業化服務、國際化管理經驗、科技創新人
才。在香港青年赴廣東省發展意願方面，調查顯
示15.45%香港受訪者表示願意去求學，23.36%
的受訪者表示願意去就業，19.16%的受訪者表
示願意去創業，21.38%的受訪者願意去居住。
雖然表示去廣東求學的比例較低，但若香港高校
在廣東省開設分校，則有更高比例的受訪者表示
願意前往就讀（18.45%）。數據顯示願意去大
灣區就業的最多，其次是居住、創業以及求學。

據調查所得，影響香港青年赴大灣區發展的因

素主要有三個方面：廣東省的優劣
勢，受訪者的內地經驗及受訪者的
基本背景因素。此次調查還進一
步了解香港青年對特區政府關於
大灣區政策的態度。研究發現，在求學、實習、
就業和創業方面，受訪者最關心就業方面的相關
政策。居住生活方面，受訪者最關注交通、住房
和醫療方面的政策。受訪者認為提供房屋津貼或
公屋、提供交通津貼或套票優惠、以及提供醫療
津貼或在廣東省開設香港醫院分院都是比較有效
的鼓勵政策。

謝曉虹 明匯智庫研究主任 香港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 香港菁英會執委

港青認同大灣區為香港帶來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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