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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
周年，習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是
以兩岸和平發展、實現祖國統一的

一篇「再告台灣同胞書」，是兩岸關係進入新階
段、邁向新時代的宣言。講話突出強調唯有推進
「和平統一」，才是兩岸長治久安的康莊大道；
同時強調了「兩岸統一」不能沒有時間表，並從
五個方面提綱挈領、十分完整地告訴台灣同胞，
如何實現兩岸統一。講話向台灣表明，兩岸關係
發展不能原地踏步，台灣當局多年來以「維持現
狀」阻止兩岸融合、統一的借口行不通了。

習主席的講話清晰表達了實現兩岸統一的決
心，還指明了「兩岸統一」該做什麼、怎麼做，
目標、步驟都很明確；「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
統一。」態度很堅定；「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方向很明確；兩岸
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是影響兩岸關係行穩致
遠的總根子，總不能一代一代傳下去，更指出解
決兩岸問題的緊迫性。
整篇講話傳達很清晰的信息，就是兩岸關係發

展到了一個新時期，進入了不僅要堅定反
「獨」，更要堅決促統的時代，不能再「維持現
狀」。所謂「維持現狀」，只是台灣某些人拖
延、阻撓國家統一的手段，也令「台獨」有更多
時機和空間。在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下，大陸要
果斷堅決翻過「維持現狀」這一頁。

國民黨承認「九二共識」，不偏離「兩岸一
中」的大前提，大陸以兩岸和平、兩岸同胞福祉
的大局為重，有步驟推進兩岸關係向前。
如今民進黨蔡英文執政，「維持現狀」跑變調

了，她不承認「九二共識」，不認同兩岸同屬一
中，在這樣的形勢下，強調「維持現狀」，就是搞
「兩國論」、謀求「台獨」，大陸當然要堅決反
對。蔡英文還企圖以所謂「九二事實」來取代「九
二共識」，目的也是拒絕「九二共識」的「兩岸一
中」原則，借此來詮釋她的「維持現狀」。事實
上，這樣的「維持現狀」，連台灣民眾都唾棄。

習主席指出，「廣大台灣同胞都是中華民族一
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認真思考台灣在
民族復興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促進國家完全統
一、共謀民族偉大復興作為無上光榮的事業。」
這一點正是考慮了台灣同胞的要求。
屬於偏綠的台灣民意基金會去年9月17日公

佈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接受調查的台灣民眾，
26.1%認為未來兩岸統一比較好，23.2%認為未
來維持現狀比較好，顯示支持「兩岸統一」的比
例已超越「維持現狀」。而「盡快宣佈獨立」則
有4.1%，略低於「盡快統一」的4.5%。
調查分析顯示，「台獨」支持度下滑，贊成兩

岸統一首度超越「維持現狀」。蔡英文上台以
來，統「獨」形勢出現此消彼長的趨勢，期盼
「未來兩岸統一」的人，從15%躍升到26%，
期盼「未來台灣要獨立」的人，從51%銳減到
36%；期盼「未來仍維持現狀」的人，基本在
25%上下擺盪。蔡英文的「維持現狀」面臨嚴
峻挑戰。
40年前的《告台灣同胞書》，以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表，其內容主要是商討結束
兩岸軍事對峙狀態，並提出兩岸三通、擴大兩岸
的交流，影響深遠。今天，習主席的講話，突出
完成國家和平統一大業刻不容緩的主題，昭示兩
岸統一的時代即將來臨。
台灣經過了幾輪的政黨輪替，如今民進黨執政

僅兩年就被唾棄，台灣絕大多數民眾很清晰，不
僅「台獨之路」走不通，兩岸不融合發展台灣也
沒有出路。兩岸攜手推動和平統一可以預期，也
必將獲台灣主流民意的支持。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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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展示「一國兩制」優勢 助兩岸和平統一
習近平主席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的重要講話，吹響了祖國和平

統一的號角 。習主席提出的五點主張 ，立足新時代，全面闡述了「和平統一、一

國兩制」的方針政策，為實現兩岸和平統一、中華民族復興指路引航。香港要向台

灣同胞展示「一國兩制」優勢，為達成「兩制」台灣方案、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作出

新貢獻。

林龍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習主席的講話在台灣引起巨大反
響。台灣各界紛紛表示，講話反映
大陸對兩岸統一已有具體計劃和時
間表，現在已開啟。「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佳
方案，大陸願意在「九二共識」的

基礎上，與台灣任何政黨和人士進行政治協商，
共同實現兩岸統一。

提出解決台灣問題的最佳方案
台灣各界可以提出具體建議，反映有什麼擔

心；對統一後政制安排的看法都可提出來，形成
具體方案，再以類似基本法的形式確定下來。台
灣落實「一國兩制」的諮詢工作越深入開放，爭

取台灣同胞的認同和支持就越充分。台灣情況
和香港不一樣，相信統一後，台灣的情況

會比香港更寬鬆，包括可以保留自己的
軍隊。

習主席強調，「我們不承
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

採取一切必要措
施 的 選

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
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
「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
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
這是大陸對國家民族、 完成國家統一的最大承
擔。
「一國兩制」設計本來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

率先在香港落實，並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足以
為台灣回歸大陸、實現國家統一提供示範。香港
有責任和義務向台灣展示「一國兩制」的好處，
在堅守「一國」的前提下，香港保持了原有的社
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擁有行政權、立法權、
司法權，回歸後香港的法治、民主和自由，比港
英管治時期多得多、好得多。
上世紀70年代，香港的經濟發展水平落後於台

灣；今天，香港居民的工資水平為台灣的1倍
多。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此消彼長的情況？因為台
灣長期陷入政治內鬥，根本無法集中精力搞好經
濟建設，經濟民生一直走下坡；特別是民進黨執
政期間，刻意推行「去中國化」路線，破壞兩岸
和平發展的大好局面，令台灣發展進一步陷入停
滯不前。
民進黨拒不承認「九二共識」，或明或暗支持

「台獨」，社會撕裂，兩

岸對峙，怎麼可能吸引外資和本地資金投資？在
民進黨操弄下，台灣在國際上也越來越孤獨，前
途黯淡。蔡英文說「拚經濟」，都是「放空
炮」。

向台灣同胞講好「一國兩制」香港故事
相比之下，在「一國兩制」的優勢下，香港擁

有背靠內地14億人口的廣大市場，在CEPA框架
下，香港的大部分產品零關稅進入內地；香港更
可透過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配合「一帶一路」倡議，開拓更廣闊的發展
空間。香港借助國家發展的東風，乘風破浪，經
濟民生持續改善。
香港在「一國兩制」、開放改革兩大國策的支

持下，既幫助國家高速發展，也成就了香港自
己。未來，香港更要以自己的經驗，向台
灣同胞講好香港故事。香港要加強和台
灣的交往，向台灣同胞展示「一國
兩制」優勢，為達成「兩
制」台灣方案、完成祖
國統一大業再作
新貢獻。

習主席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全面闡述
新時代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重大政

策主張，令我非常感動和振奮，在兩岸四地社會
更引起了廣泛的迴響，尤其是習主席提到「『和
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
式」，對香港既是一種肯定，亦是一種要求和期
許。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所取得成就舉世稱
道，香港在祖國統一大業上可扮演重要角色，既
可作為兩岸交流的重要橋樑和平台，亦可充分向
台灣宣傳、介紹「一國兩制」的優勢，講好「香
港故事」，反駁一些別有用心者對「一國兩制」
的抹黑，讓台灣民眾了解到「一國兩制」是實現
統一的最佳方式，也是台灣民眾的最佳選項，為
推進和平統一作出新貢獻。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的時候，也是改
革開放40周年的時刻。經歷了40年的快速發
展，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兩岸的實力
對比已完全逆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
料顯示， 1990 年台灣 GDP 相當於大陸的
43.8%，而到了2018年，台灣GDP只相當於大
陸的4.3%。經過40年的發展，台灣的經濟已經
無法再離開內地。剛過去的台灣「九合一」選
舉，民進黨全線潰敗，當中主因正是民進黨「去
中國化」政策引發經濟衰敗，引發台灣民眾的不

滿所致。可以說，當前正是啟動「促統」實現祖
國完全統一的有利時機。

祖國完全統一擘畫出路線圖
習主席的講話受到兩岸的廣泛關注，原因是講

話全面闡述了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重大政策主
張，不但是指引新時代對台工作的綱領性文件，
更為祖國完全統一擘畫出路線圖，進一步堅定了
兩岸同胞完成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實現民族偉大復
興的信心。其中，習主席提出的五點主張，更被視
為祖國統一的五大綱領，包括：第一，攜手推動民
族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第二，探索「兩
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第三，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前景。第四，深化
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一基礎。第五，實現
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統一認同。

在國家統一的大業上，香港可發揮重要角色。
習主席指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實現
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體現了海納百川、有容乃
大的中華智慧，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又有
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一國兩制」的偉
大構想已經成功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證明其科
學性及可行性，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和不斷提高地位的最佳制度安排與保障。下一
步是要讓台灣民眾充分了解到「一國兩制」的優

勢，講好「一國兩制」故事，增強台灣民眾對
「一國兩制」的信心。

加強宣傳「一國兩制」成就
毋庸諱言，「一國兩制」在取得舉世矚目成就

的同時，也不斷遭到一些別有用心者的扭曲和抹
黑，一些「港獨」、「台獨」人士更通過扭曲、
污衊「一國兩制」作為其鼓吹「獨立」的理據。
這更說明有必要大力講好香港「一國兩制」故
事。
「處處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

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一國兩制」的
成績不能只是自己知道，也要讓國際社會、讓兩
岸民眾知道，特區政府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
任，一方面應該在香港設立「一國兩制」紀念
館，長期展覽及介紹「一國兩制」的歷史、發
展、成就，讓香港市民及其他地區民眾可以了解
香港「一國兩制」的情況，反駁外界一些無理抹
黑；另一方面，特區政府應主動出擊，加強在不
同地區介紹香港「一國兩制」，包括拍攝介紹短
片在外地播放，通過互聯網、新媒體介紹「一國
兩制」的運行，及時回應外界的疑問及批評，藉
此更好地介紹「一國兩制」，講好「香港故
事」，讓台灣民眾了解真實的香港、真實的「一
國兩制」，為推進和平統一作出新貢獻。

讓台灣同胞認識「一國兩制」是統一最佳方式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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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
來，得到世界各國踴躍支持，區

域橫跨七大洲五大洋，當中涉及不同民族、語
言、文化，經濟發展程度亦不一樣。「一帶一
路」沿線60多個國家，大都處於發展中或不發
達狀態，總體安全形勢複雜、嚴峻，特別是恐怖
主義在此滋生和蔓延，增加了中資企業項目進駐
的風險。據商務部不完全統計，2010年至2015
年，中資企業各類境外安全事件，共發生345
起，造成了一定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並且呈
上升趨勢。
隨着「一帶一路」項目的持續推進，風險定當

增加，故這些項目、資產、人員都需要一定比例
的安保預算，可見「一帶一路」所造就的中國海
外安保市場，是非常龐大的體量。
現時，一些安保公司為客戶量身訂做了一系列

的安保服務，為在「一帶一路」發展的企業提供
支撐保障。這些公司通常已成立自己的安保學
院，培訓自己的安保人員，安保人員在培訓期間
需要學習多方面的專業知識，包括安全威脅評估
和風險分析、危機管理、應機管理、隨身保護項
目、特種駕駛培訓等等。除安保服務外，他們亦
為客戶提供一站式的物流、保險、緊急救援、工
程等，可謂服務周到。
現時，中東及非洲地區均為意外多發地區，諸如

南蘇丹、索馬里、剛果、尼日利亞、伊拉克等，屬
於「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國家和傳統貿易的必經
之路。而大部分的安保公司多在這些地區及國家設
立分部及安保公司，以便為客戶提供服務。另外，
基於這些高危地區，安保公司業務提供額外的專業
保險服務，服務內容包括：項目所在國的保險市場
環境調查諮詢、保險方案設計建議、協助落實保單
及各類憑證、組織專項培訓與交流等。
「一帶一路」正推進得如火如荼，中央政府也

大力鼓勵中資企業走出去。企業在外發展肯定會
遇到各種不同風險。如企業在這些高危地區發展
業務，便可考慮與這些安保公司合作，以期得到
合適的綜合保障。

新年伊始，萬象更新。但筆者服
務的灣仔區，環境衛生問題一直未
得到根治。就在去年最後一天，區

內交加里懷疑因公共廁所渠道淤塞，導致污水渠
倒灌，令街道變得臭氣熏天，路人無不繞道而
行。筆者收到街坊投訴後，馬上連同當區區議員
致電食環署反映，不到一小時，馬上有衛生督察
以及洗街車到場解決問題。
食環署對於緊急事件固然十分重視，以第一時

間到場解決。但筆者每天依然收到街坊投訴，當

中包括非法餵飼野鳥、後巷垃圾堆積等問題，根
本原因在於食環署「雙拳難敵四手」。政府給予
不同部門處理地區事務的資源，主要按照當區的
常住人口來計算。以灣仔區為例，2017年的數據
顯示，只有不到18萬人，但日常前往灣仔區工
作、旅遊觀光的人士卻多達60萬人，兩個數字相
差超過3倍。若果只以18萬人口的資源，來解決
超過60萬人社區的問題，無異於「拉牛上樹」。
環境衛生問題除了靠增加人手清潔、執法外，

有關部門可以更多地依靠新科技減輕壓力，以及

提升執法阻嚇力。例如在百德新
街、三獅會、天后地鐵站對開空地
等地方，加設閉路電視監控，加強
檢控非法餵飼行為，非法餵飼的情
況已經逐漸改善。可見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加
強閉路電視監控，是一道妙計。
歸根究底，環境清潔需要每一位市民齊心合力。

筆者小時候經常看政府宣傳短片有一句口號：
「香港是我家，清潔齊參加！」教育市民愛護我
們的家，才是真正解決環境衛生問題的良藥。

改善環境衛生須對症下藥
穆家駿 中學老師

踏入新一年，法國「黃背心」運動持續，抗議
者四處打砸搶和放火的場面，令人不禁想起當年
香港的違法「佔中」。「佔中」期間，示威者干
擾警方執法，漠視法庭禁制令，霸佔道路，香港
法治受衝擊、交通癱瘓，國際形象受創，但當時
西方政府和輿論幾乎一致聲援「佔中」分子，並
敦促港府要滿足抗議者的要求。如今，面對法國
「黃背心」運動，這一次西方主流輿論卻譴責抗
議者，並力撐支持率每況愈下的法國總統馬克
龍，這不是雙重標準又是什麼？
早前法國政府發言人格里沃以「滋事者」、

「只想拉倒政府」來形容示威民眾，成為近日
「黃背心」針對的焦點。部分示威民眾闖入格里
沃的辦公室大樓，四處破壞，格里沃被迫從後門
倉皇逃離。
一貫以來，西方對與自己制度不同的國家發生

騷亂時，總是叫好與支援，形容示威者是革命
家、英雄，黃之鋒就是人辦。但輪到西方自己發
生問題、出現騷亂，就指責示威者是暴民和極端
勢力。
其實，這種結果一點也不奇怪。因為西方的冷

戰思維從未消失，他們看問題，從來只看立場、
不問是非。只要與自己同一陣營，是自己友，就
做什麼都對，即使有不妥之處，背後也是有苦衷
的；凡是不在己方陣營的，做什麼都是錯的，即
使明明是正面的，也認為背後一定有陰謀。而且
西方長期霸佔國際輿論話語權，這種現象屢見不
鮮，甚至無限放大。

由於眼紅中國崛起，目前西方越來越將冷戰思維
套用在中國身上。香港少數反對派作為西方反華勢
力的忠實跟班，對「黃背心」運動也不發一聲。
無論西方還是本港反對派，終日將所謂的民

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掛在嘴邊，只不過是
用來粉飾自己、抹黑他人的工具而已，這樣的人
怎麼配談民主、自由、人權？

從法國「黃背心」看西方雙重標準
沐杰

■「黃背心」運動遭西方主流傳媒批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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