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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來臨之際，國家主席習近平發
表新年賀詞，振奮人心、溫暖人心、凝聚
人心，指引方向，說出了廣大港人的心裡

話，鼓舞港人砥礪前行，與全國人民一道在新時代繼續
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為實現中國夢不懈奮鬥。

堅定不移建設製造強國
習主席在談到全國各族人民擼起袖子幹出來的各項成

就時說：「這一年，中國製造、中國創造、中國建造共
同發力，繼續改變着中國的面貌。嫦娥四號探測器成功
發射，第二艘航母出海試航，國產大型水陸兩棲飛機水
上首飛，北斗導航向全球組網邁出堅實一步。」
聯繫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推

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推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
度融合，堅定不移建設製造強國」。製造業是國民經濟
的主體，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中國堅定
不移建設製造強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選
擇。香港的現代服務業與「中國製造」、「中國創
造」、「中國建造」有效對接，將以香港之長貢獻國家
之需，為香港經濟注入強大生命力。

在涉及港澳時，習主席提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
家戰略穩步實施、港珠澳大橋飛架三地。在國家改革
開放進程中，香港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獲得習主
席和中央的充分肯定。習主席新年賀詞對港澳傳遞無
限深情和巨大正能量的話語，激勵廣大港人在新的一
年裡，不忘改革開放初心，砥礪前行，櫛風沐雨，投
身國家改革開放新征程，共擔民族復興重任、共享國
家富強榮光。

抓住百年變局歷史機遇
面對中國「新時代」與世界「大變局」，港人更要

在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盪中，突出香港的特殊地位
和作用，切實發揮所長，貢獻國家所需。中美貿易戰
正令各國重新審視重組國際貿易格局，為「一帶一
路」倡議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同時，粵港澳大灣區
規劃也成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其中一個槓桿及戰略
支撐點。大灣區已初步顯露世界一流超大城市群和國
際自由貿易港雛形，將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巨型
門戶樞紐。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結
合，將成為內地及香港經濟未來的一個重要發動機，
也將成為化解美國對華貿易戰的重要戰略選擇。香港
需要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是依託粵港澳大灣
區的巨大平台，與內地攜手，在轉型升級、科技創
新、建設大國重器、攻克核心技術等領域發揮所長，
共同令美國的遏制打壓徒勞無功。而且香港抓住百年
變局的歷史機遇，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將為香港創
造更加燦爛的輝煌。
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0周年華誕，70年披荊斬

棘，70年風雨兼程。習主席新年賀詞激動人心地指
出，新征程上，不管亂雲飛渡、風吹浪打，我們都要以
堅如磐石的信心、只爭朝夕的勁頭、堅韌不拔的毅力，
一步一個腳印把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同樣，
港人也有信心、勁頭和毅力，把「一國兩制」偉大事業
推向前進。

楊莉珊 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
聯會常務副會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
年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全面闡述新時代推進祖國和
平統一的重大政策主張，提及要探索「兩制」台灣方
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
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也是人心
所向，習主席提出探索「一國兩制」實現祖國和平統
一，是對兩岸同胞最為有利的安排，也全面照顧到台灣
民眾的利益。
然而，蔡英文卻說「不接受『九二共識』、不接受

『一國兩制』」，更妄言「九合一地方選舉的結果，絕
不代表台灣基層的民意要放棄主權，也不代表在台灣主
體性上作出退讓」云云，這說明蔡英文仍在死抱其「兩
國論」，仍在對「台獨」癡心妄想。蔡英文此舉不但罔
顧台灣民眾利益，罔顧兩岸福祉，更是將台灣推向危險
的境地。當年小布什曾批評陳水扁是「麻煩製造者」，
現在「空心蔡」的所作所為不單為兩岸和平進展帶來麻
煩，更為台灣帶來危險和災難，她正是現時兩岸的「危
險製造者」。
習主席提出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台灣，這本來就

是「一國兩制」的初心，港澳回歸以來的發展，正說明
「一國兩制」是科學、具有生命力，也是最大程度照顧
到各方福祉。在「一國兩制」之下，港澳不論在經濟、
民生方面都取得重大的發展和突破，不但經濟持續增
長，各項大型基建破土而出，對於民生的照顧比回歸前
不知勝過多少倍。蔡英文執政無心無力，台灣經濟民生
表現一塌糊塗，民眾叫苦連天，

但她仍全盤心思搞鬥爭，抗拒「九二共識」，抹黑
「一國兩制」，企圖挑動兩岸對立，令到台灣陷入更嚴
重空轉，「空心蔡」本身就是台灣的「罪人」。「空心
蔡」有什麼資格批評「一國兩制」？有什麼資格斷言
「一國兩制」不適合台灣？恰恰相反，「空心蔡」低劣
的管治能力，正說明「一國兩制」是台灣的出路，「空
心蔡」愈大力批評「一國兩制」，愈大力否定「九二共
識」，更加暴露其無能和心虛，更加貽笑大方。

早前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中，民進黨兵敗如山倒、
失去半壁江山，只保住6個縣市，已經說明民進黨的路
線不得人心，尤其在民進黨高雄票倉，支持「九二共
識」的國民黨韓國瑜大勝反對「九二共識」的民進黨對
手陳其邁15萬票，在「綠地變藍天」之下，反映的是
台灣民眾對「空心蔡」和民進黨路線的唾棄。「空心
蔡」不但失去了民意支持，更遭到黨內元老的「逼
宮」，李遠哲、彭明敏等民進黨大佬日前公開登報要求
她棄選2020年大選，正說明「空心蔡」已是內憂外
患，不要說她代表不了台灣民眾，就是民進黨她也代表
不了，對於一個「跛腳鴨總統」的發言，或者各界也不
用太過認真。
祖國統一不只是台灣民眾的事，也是14億中國人的

事，不論「空心蔡」是否支持是否接受，都無足輕重，
統一的步伐都不會受到影響。對台灣最有利的是盡早啟
動和平對話，共同探索「一國兩制」下的和平統一路
線。「空心蔡」的阻礙螳臂擋車，自絕於兩岸人民。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空
心
蔡
」
拒
「
一
國
兩
制
」
螳
臂
擋
車

習主席指引兩岸發展 祖國統一前景光明
40年前，我作為兩岸歷史轉折的「親歷者」，見證了《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

一封致台灣同胞的家書，一聲「親愛的台灣同胞」的呼喚，讓我無比激動。

許榮茂 全國政協常委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告台灣同胞書》宛如春風，
安撫了台灣同胞對大陸的鄉愁，
吹融了海峽兩岸的堅冰。從那天
起，兩岸的藩籬開始鬆動，兩岸
關係由此揭開新的歷史篇章，兩
岸互通交流逐漸匯成浩浩蕩蕩的

歷史大潮。

新時代對台工作的綱領性指引
40年後，我作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的「參與

者」，作為全球反「獨」促統大會的榮譽主
席，學習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
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再次感受到
大陸對台灣同胞的親切呼喚、「兩岸一家人」
的親情，讓我無比振奮，更感到促進兩岸和平
發展、實現國家統一使命光榮、責任重大。

習主席的講話，全面闡述了推進祖國和平統
一的重大政策主張，具有劃時代意義，是指引
新時代對台工作的綱領性文件，進一步堅定了

兩岸同胞的信心，繼續團結包括廣大台灣同
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共同致力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大
業，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回首40年來，海峽兩岸
局勢歷經風雲變幻，不

變的是我們推動
解決台

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的初心。大陸始終秉持
「兩岸一家親」的同胞之情，清晰劃定反「台
獨」紅線，同時展現最大善意和誠意，堅持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推動兩岸經貿文化交
流，讓台灣民眾分享更多大陸發展的紅利，顯
示大陸對台政策日益自信、理性、務實，受到
越來越多台灣同胞的歡迎和支持。

各界為兩岸和平發展獻力獻計
習主席強調，「兩岸同胞是一家人，兩岸的

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當然也應該由家裡人
商量着辦。」和平統一已由願景成為明確的路
線圖，我相信，在實現祖國統一的路上，包括
港人在內的中華兒女一定樂於發揮自身優勢，
為兩岸關係進一步走近走好獻力獻計。
有感於此，我有三點提議：
一、充分利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營造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氣氛。
「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石，

需要牢記於心。大陸、港澳和台灣有關方面，
應通過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為媒介，強化兩岸民
眾對「一個中國」共識，形成遏「獨」促統的
強大民意力量。

二、借鏡港澳落實「一國兩制」的成功經
驗，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中央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
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妥善解決了港澳
回歸祖國的問題。回歸以來的實踐證明，港澳

共享了國家改革開放的成果，與內地形成了命
運與共、合作共贏的緊密關係。港澳在國家統
一和改革開放的寶貴經驗，是處理台灣問題的
重要參考。台灣同胞、年輕人也應積極融入大
陸，在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建設中，
把握更大機遇，開創更美好前途。

三、以僑為橋，文化先行，實現同胞心靈契
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

文以載道，文以化人。華人華僑應「以僑為
橋」，深化兩岸文化交流合作，通過舉辦中華
文化展、交流會等形式，增強台灣同胞的民族
認同感和歸屬感。
「台灣前途在於國家統一，中國人要幫中國

人」，只有推動和平統一，台灣同胞才能有更
強的參與感、更多的獲得感。兩岸的深層次交
流，需要政府、民間及社會共同參與。我一直
對兩岸的經貿發展和商界合作頗為關注，多次
率團訪台，連續5年舉辦兩岸四地後ECFA民間
企業峰會，簽訂合作倡議書，還帶領中國僑商
聯合會舉辦兩岸僑商發展峰會，實現了兩岸大
型僑商組織首次在台北聚首。
僑商要繼續當好「金絲帶」、「連心

橋」，不斷為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鋪路
搭橋、貢獻力量，以實際行動，力
促台灣企業及民眾共擔民族
復興的重任，共享祖國
繁榮富強的榮
光。

1979年元旦日，大陸發表《告
台灣同胞書》，從此結束兩岸軍
事對峙，開啟交流。今年元月二
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
年紀念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

行，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指出「祖國必
須統一、也必然統一」。習主席在講話中清楚
告訴全世界，絕不放棄使用武力統一台灣，這
是對「台獨」最強硬的警告。目前美國特朗普
正在打「台灣牌」，利用台灣來增加與中國打
貿易戰的籌碼。習主席的講話清楚劃下底線、
紅線，誰也不能越過，否則必然以失敗收場。

面對「港獨」，情況也一樣。前年香港回歸

20周年，習主席也為「港獨」劃下了清楚紅
線。讓本港反對派知道，「港獨」絕對沒有前
途，任何人企圖通過鼓吹「港獨」以取得好
處，企圖晉身立法會、區議會及一切公職，絕
對不可能。
可是，反對派似乎仍不知道「港獨」的嚴重

性。在去年兩次九龍西立法會補選皆失利後，
反對派檢討的結果，竟然是認為之所以會輸，
是失去以「港獨」、「自決」分子為基礎的
「本土派」支持。有些本屬溫和反對派的政黨
認為，將來應該積極爭取「本土派」的支持，
向這批人靠攏。這肯定是死路一條。

因為這樣做，是自絕於人民。在香港，絕大

部分港人很清楚中央的紅線在哪
裡，知道「港獨」對香港是一場
災難，必須對「港獨」零容忍、
零空間，「港獨」圖謀不可能得
逞。
有些反對派政客天真地以為，所有不支持建

制派的人，一定支持自己，走激進路線，爭取
激進選民支持，借此撈取更多「鐵票」。這是
危險的，一旦逾越「港獨」的紅線，政治生命
將告終，不會再有機會。習主席在《告台灣同
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不但是講
給「台獨」分子聽，也是講給「港獨」分子聽
的。

「台獨」「港獨」注定失敗
曾淵滄 博士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
紀念會發表重要講話，為新時代對台工作、實
現國家統一指路引航。習主席的講話情真意
切，不僅讓台灣同胞感受「兩岸一家人」的暖
意，看到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希望，也激勵
港人和華人華僑一如既往，發揮獨特優勢和作
用，支持和推動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
最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再立新功。

這次習主席的對台講話，被視為指引新時代
對台工作的綱領性講話。習主席強調祖國必須
統一，也必然統一，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
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具有重大指導
意義。講話充分展現了大陸的胸襟和氣度，尤
其是提出探索「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充分
考慮台灣現實情況，照顧台灣同胞利益和感
情，為推進祖國和平統一指明方向。

探索「兩制」台灣方案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

最佳方式。從香港回歸多年來「一國兩制」的
成功經驗可以證明，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
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香港回歸後，在中央

大力支持下，發揮「一國兩制」優勢，成功應
對金融風暴、沙士等衝擊，與祖國同發展共繁
榮。實踐證明，香港經驗可供借鑒，在「一國
兩制」框架下，積極探索「兩制」的台灣方
案。台灣實行「一國兩制」有助於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分享國家富強進步的榮光。
習主席在講話中特別指出，長期以來，香港

同胞、澳門同胞和海外僑胞關心支持祖國統一
大業，作出了積極貢獻。希望香港同胞、澳門
同胞和海外僑胞一如既往，為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再立新功。
實現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

在。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完成祖國統一大
業，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也
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和神聖職責。海外
僑胞是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促進祖國和平統一
的重要力量，「兩岸一家親，僑界心連心」也
是港澳、台灣和海外僑胞的共同意願和呼應。
長久以來，身在海外、心繫祖國的廣大華僑

華人在反「獨」促統、為兩岸關係發展傾注熱
情、提供支持，為推動祖國統一、民族復興增
添有力的正能量。海外僑胞積極組織推動兩岸
民間交流交往，不斷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民意基礎，用真誠、善意和親情來拉近兩岸僑

界同胞的心理距離，實現心靈契合。
必須看到的是，蔡英文當局拒不承認「九二

共識」，對習主席充滿誠意和善意的喊話採取
全盤否定、全盤對抗的態度，充分暴露其頑固
堅持「兩國論」的政治本質，也充分說明民進
黨當局是兩岸衝突的製造者，台海和平穩定的
破壞者。

華僑華人積極促進兩岸和平發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地人民深化交流合

作，符合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是大勢所趨、
民心所向。蔡英文當局倒行逆施，把同祖國交
流對話的大門關起來，完全違背民意、損害台
灣民眾利益，更違反歷史發展的大潮。

兩岸統一是歷史大勢，任何人、任何勢力都
無法阻擋，「一國兩制」是照顧台灣現實情況
實現統一的最佳方式。海外僑胞作為促進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力量，要順應發展大勢，
抓住難得機遇，團結海內外同胞，以民族大
義、同胞福祉、國家統一為念，不斷壯大反對
「台獨」、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力量，更
加堅定信心，明確方向，發揮優勢，積極作
為，為維護和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動祖
國和平統一進程作出更大貢獻。

兩岸一家親僑界心連心 促國家統一民族復興
周厚立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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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2019年
新年賀詞，引用孔融《論盛孝章
書》中的「歲月不居，時節如
流」作開篇語，形容時間飛逝，
尺璧非寶，寸陰是競，總結了

2018年國家順利推進各項國家戰略事業發展。
在國家戰略中的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
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穩步發展及實施，
延續中國製造、中國創造、中國建造的偉大建
設，改變了中國面貌，加速了香港融入國家戰
略藍圖，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推進香
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中，為國家經濟作
出貢獻。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來，推出100多項重要

改革舉措，國際社會十分關注中國未來的發
展，中國改革道路和全面開放的腳步不斷向

前。中國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港經濟
配合國家戰略穩步發展，積極推動共建「一帶
一路」，共同建設更繁榮美好的世界。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賀詞中提及香港，指出很多港澳台
居民取得了居住證，香港鐵路融入了全國高鐵
網。香港肩負國家戰略重任，發揮香港獨特優
勢外，突破邊界走向內地和「一帶一路」國家
發展，構建更多新經濟模式的發展平台，有助
企業家、專業人士、青年及各階層的人面向世
界。
展望2019年，香港充滿機遇和挑戰。國家主

席習近平總結在新征程上不管亂雲飛渡，風吹
浪打，應以堅如磐石的信心，堅韌不拔的毅
力，一步一腳印把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推向前
進。因此，香港亦應加速腳步，不要因為內部
政治矛盾令香港經濟和民生發展停滯，在全球

變幻不明朗化的格局下，香港應加快融入國家
戰略大局，只有堅持自力更生，只爭朝夕的勁
頭，才可把握機遇，為國家和香港的新經濟模
式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國家戰略開創香港新經濟模式
張思穎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港珠澳大橋促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港珠澳大橋促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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