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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台灣同胞書》發
表40周年之際，習近平
主席在紀念大會上的講話

擲地有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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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的講話全面闡述
立足新時代、在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中推
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重大政策主張，具有
劃時代的意義。

習主席提出了五大主張，包括攜手推
動民族復興，實現和平統一目標；探索
「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
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和平統一
前景；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夯實和平統
一基礎；實現同胞心靈契合，增進和平
統一認同；並且鄭重倡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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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一國兩制」方案解決台灣問題，

港人深有體會。香港回歸祖國20多年
的繁榮穩定，展現出了「一國兩制」的
強大生命力。自十八大以來，香港各界
進一步密切與台灣同胞的交往，不斷加
深了解和信任，特別是通過在香港舉辦
的各類台灣產品推廣和文創產品交流活
動，與台灣同胞深入交流，深深感受到
絕大多數台灣同胞對和平統一的支持和
渴望。

2017年，由香港梅州聯會主辦、香
港僑界社團聯會支持的世界客屬第二十
九屆懇親大會，在香港成功舉辦，得到
很多台灣客家鄉親們的支持，更讓我們
感受到「兩岸一家親」，中華兒女情同
手足的濃濃情誼。
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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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對
港人作出努力的認同和肯定，我們一定
不負習主席期望，一如既往，在中華民
族邁向偉大復興的新時代，繼續勇於擔
當，積極推動「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的方針，密切與台灣歸僑、僑眷及社團
的聯繫，加強兩岸青年的溝通與交往，
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
統一再立新功。

余國春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

特朗普上任後曾「自豪」地說：「道
指屢創新高，蘋果股價翻了幾番，證明
投資市場對新政府的認同，也說明我的
政績是歷屆總統之最」。特朗普拒絕頂
尖經濟學家的忠告，執意打貿易戰，讓
美國投資市場極度失望。美股近期逆轉
直下，特朗普將責任歸咎於聯儲局的加
息。
股市總是有升有跌，美國的股市升到

高點後，即轉向下走，本來很正常；但
經特朗普「潤色、吹噓」，即刻變味，
並產生負面效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羅伯特近日對美國投資市場發出警告：
美股跟1929年經濟大蕭條前的市場崩
盤已經極度相似，希望政要和投資人士
意識到這點，並需要作好最壞打算。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亦於近日對投資市場發
出警示：由於貿易保護主義影響，國際
投資環境和經濟增長均受到極大掣肘，
經濟下行已經顯而易見，特別應該指出
的是，面臨如此惡劣情況，各國都未有
相應措施，更增加了經濟發展的不穩定
性。更多西方學者認為，羅伯特的警告
是與1929年狀況相似，其實比1929年
更加糟糕；特朗普盲目叫好，曾令市場
處於麻痹狀態；目前經濟基數龐大，心
理脆弱，所有投資者都在等機會，瞄準
切點，伺機出貨，只要風吹草動，投資
市場將不堪設想。
特朗普在反覆批評美聯儲的同時，以

極端手段干預市場，為市場可能出現的
「恐慌性拋售」「火上加油」，導致道
指出現大插水。特朗普近日發話說：
「中美貿易戰已長達數月，擾亂了世界
金融市場，目前雙方最高層領導都介入
談判，相信很快能達成理想的協議。」
凸顯特朗普對美國股市的下跌出現煩躁
心理；和打響貿易戰初期相比，急於結
束貿易戰的焦慮心態昭然若揭。
1929年，美國民眾對於股市充滿信

心，但好景不長，1929年10月24日
開始，股價就如決堤之水轟然下洩，投
資者爭先恐後脫手股票，出現恐慌性拋
售。胡佛總統發表文告說：「大家冷
靜，美國股市最具投資價值」。唯市場
根本不認同，10月29日，紐約證券交
易所剛剛開市，猛烈的拋單就鋪天蓋地
席捲而來，人人都不計價格拋售手中股
票，經紀被團團圍住，交易大廳一片混
亂；道指一瀉千里。至1932年終指數
下跌了84%，市值損失超過70%；
5,000家銀行倒閉，13萬家企業關門大
吉，經濟水平足足倒退了10年。

目前，特朗普已經意識到中美貿易戰
對美國經濟影響，「貿易戰很容易贏」
也成為經典笑話。貿易戰何去何從，對
於白宮官員和美股投資者來說，都已經
變成心理上的極限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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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探索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
習近平主席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的講話，確立以「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方針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習主席還提出，要團結台灣同胞，推動台

海形勢由緊張對峙走向和平發展。講話傳達重要訊息，成為推動兩岸關係朝正確方

向發展的動力，將吸引廣泛台灣民眾參與兩岸的政治協商，為達成兩岸統一的目標

共同努力，也表明中國人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事關中

國核心利益和中國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來干涉。

劉佩瓊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務顧問

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兩岸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實現「三
通」，兩岸探親旅遊、投資合作、文
化交流日益頻繁。台灣與大陸已建立
互通互利的貿易鏈，台灣的農產品深
受大陸人民喜愛，台灣的原料在大陸

加工出口，已經成為台灣的重要產業模式。台灣來往
大陸的人次已經過億，大陸往台灣旅遊人數也超過了
3,000萬。

兩岸統一是必然的歷史使命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指出，

「1988年至2018年，兩岸人員往來總計達1.34億
人次，其中台灣同胞去大陸總計達1.04億人次；兩
岸貿易總額累計約2.6萬億美元，大陸累計批准台商
投資項目10.5萬個；大陸長期以來是台灣最大出口
市場、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和最大島外投資目的

地」。福建平潭的綜合實驗區也積極開發，吸引
台灣企業落戶發展。

在大陸工作、學習的台灣年輕人越來
越多，因為大陸為台灣青年提供了

更廣闊的新天地。事實證明，
兩地合作互利共贏，不

存在一方欺負另
一 方 的

情況。
蔡英文等少數「台獨」分子不承認一中原則，抗

拒兩岸合作，千方百計「去中國化」、「去歷史教
育」，只會把台灣引入文化倒退、無發展空間的死胡
同。
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日本的學校曾經在教地理

時，讓學生認識佔領台灣的重要性。因為日本需要的
石油進口、工業產品出口都要經過台灣海峽。美國作
為太平洋東岸的國家，也藉口維持海洋的航行自由，
跑到太平洋西岸的日本、韓國等國建立軍事基地，部
署薩德反導彈系統，美國的航空母艦及各種戰艦在太
平洋游弋，卻指責中國威脅航海自由。
對此，習主席清晰畫出底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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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制」台灣方案的探索與實踐
香港及澳門都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回歸祖

國。在過去20年來，在「一國兩制」下，港澳都保
持了安定繁榮，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不容包
括「港獨」在內的任何分裂勢力有活動空間，也堅決
反對任何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
獨」的圖謀。
習主席強調，「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

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
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這對兩岸實
現和平統一是極大鼓舞。

大陸已提出實現兩岸和平統一的方式：平等協
商、共議統一。習主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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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台灣任何政黨、團
體同我們的交往都不存在障礙。也就是說，大陸就兩
岸統一協商的對象，是廣大的台灣同胞。
習主席強調，「要積極推進兩岸經濟合作制度

化，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為發展增動力，為合作添活
力，壯大中華民族經濟。兩岸要應通盡通，提升經貿
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源資源互通、行業標準
共通，可以率先實現金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
水、通電、通氣、通橋。要推動兩岸文化教育、
醫療衛生合作，社會保障和公共資源分享，支
持兩岸鄰近或條件相當地區基本公共服務
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習主席一
諾千金，相信統一後，台灣的「兩
制」將比港澳更為寬鬆，分享
更多兩岸和平發展、民
族復興的巨大紅
利。

近年接二連三發生跨國企業洩漏私隱事件，例如
2018年3月國泰和港龍航空有940萬名乘客資料外
洩；同月英國劍橋分析公司被揭不當蒐集Facebook
用戶數據；同年9月Facebook維護私隱不力，致
2,900萬用戶資料被黑客入侵而洩露。這些洩漏私隱
事件不但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亦令內地民眾更加關
注個人資料及私隱的安全保護，尤其內地現在廣泛應
用流動平台，收集了大量個人數據。現在，內地民眾
透過手機使用阿里巴巴的支付寶及騰訊的微信支付購
物、付款十分普遍；微信更成為內地個人、社交及商
業聯繫不可或缺的流動平台。因此，內地的科技巨企
收集大量的用戶數據，這些數據是否被適當管理及應
用，很值得關注。

中國消費者協會去年11月公佈的測評報告指出，
在100款受測評的手機應用程式當中，有91款存在
涉嫌過度收集個人信息的情況。
在大家關注大型科網公司如臉書、谷哥、阿里巴

巴和騰訊等如何管理個人數據時，有些規模較小的內

地企業，已積極做好個人數據安全保障。去年底在廣
東省南沙舉辦的CNBC「東西方科技對話」會議中，
星創視界董事長王智民表示，中國的醫療界及科技公
司合作在數據保障方面已有共識。王智民指出，歐盟
去 年 中 開 始 實 行 的 《 通 用 數 據 保 障 條 例 》
（GDPR），為中國企業在數據保障方面釐定了良好
的標準。在同一會議中，醫療保健支付處理服務商
IHD PAY集團首席執行官何浩然表示，他們公司已
經把醫療數據及個人數據分開處理，「我們把病人的
姓名、身份辨識號碼刪除……我們只需查閱一般數
據，並研發不同演算法去發掘這些數據，而不會着眼
於任何個別病人的資料。」何浩然還指出，他們公司
擁有超過1,200萬用戶，但不會儲存由他們處理過的
生物辨識數據。

現時內地企業處理數據安全及私隱的水準仍很參
差，甚至有人認為，嚴謹的數據安全及私隱標準會窒
礙創科發展。事實上，內地現在很多企業從事高端及
創新科技行業，例如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大數據、

物聯網等等，營運過程收集及處理大量數據，很可能
亦涉及歐盟人士的個人數據，可能會受到歐盟的《通
用數據保障條例》規管。違反此規條者，最高可被罰
款2,000萬歐元或年度全球營業額的4%。
歐盟《通用數據保障條例》2018年5月25日開始

實施，規管的範圍非常廣泛，不但涵蓋在歐盟設立了
機構的企業，也包括沒有在歐盟設立機構，但有向歐
盟人士提供商品或服務，或涉及處理歐盟人士個人資
料的企業。所以，內地企業要「走出去」，發展國際
業務，拓展海外市場，便需要在開展業務之前，做好
應對歐盟《通用數據保障條例》的準備，例如進行符
合該條例的風險管理，設立數據保障主任等，對特別
敏感的數據，例如有關兒童或生物辨識的數據，更需
加倍小心處理，必須由被動監察轉為主動實施保護敏
感的個人私隱和數據，增強企業防止數據洩漏的能
力，企業還應制定符合國際標準，又有利內地經濟科
技發展、符合國情的個人私隱及數據使用守則，與國
際標準接軌。

內地企業應參照國際標準加強私隱保障
錢偉倫 國際私隱專業人士協會認可信息私隱專家（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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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肇始，萬象更新，適逢今年是
《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40年前
《告台灣同胞書》解決了兩岸緊張對峙

的問題，開啟兩岸「三通」的契機。由此開始，金門
炮戰全面停火，接着是開放台胞到大陸探親兩岸經貿
往來，最近大陸更推出「惠台31條」。由此可見，
《告台灣同胞書》是兩岸關係的重要分水嶺。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佈40
周年的講話，為未來兩岸關係發展設定了目標、時間
表、路線圖。這與習主席2019年元旦賀詞緊接相
連，展示國家內外政策的連貫性。元旦賀詞表達中國
未來走向的兩個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信心與
決心不變，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誠意和善
意不變，全面展現大國格局和大國責任。至於對台方
面，祖國必須統一，是目標也是決心。

第一，祖國必然統一是決心，大陸將採用「一國
兩制」模式解決台灣問題，呼籲「兩岸一家人」的兩
岸同胞平等協商、共議統一，對台溫情喊話，突出
「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的歷史責任。同時，強調要
禁止外來干涉，清楚劃出不容踰越的「紅線」，任何
勢力都不要低估中國政府和人民維護國家主權及領土
完整的決心及強大。
第二，兩岸歷史相繫，應該共同探索未來，希望

台灣各界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推舉代表參與民
主協商。有島內評論指，這關係到台灣和年輕一代的
未來，相關政黨、團體應該重視，作出積極回應，不
協商「兩制」台灣方案，難道等被「武統」？

第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
的最佳方案，講求包容柔韌的中華文化，是兩岸統一
最好的黏合劑。

第四，不放棄使用武力，只是為了防
止外國勢力勾結「台獨」分子分裂國
家，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第五，兩岸要加強融合，積極推進兩岸經濟合作
制度化，打造兩岸共同市場。
第六，港澳地區應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

現祖國和平統一，再立新功。
自十九大開始，推動國家統一已經在政府工作日

程表，大陸對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和話語權逐漸提高。
在台灣，雖然「九合一」選舉的結果已經清楚揭示，
蔡英文當局的兩岸政策背離民意，但蔡英文仍奉行
「零和對抗」的策略，拒不接受「九二共識」和「一
國兩制」，還加設所謂「四個必須」、「三道防護
網」，為兩岸交流共融設關卡，充分暴露其政治傲慢
和短視。

兩岸統一大勢所趨 蔡英文豈能阻擋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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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荏苒，歲序更新。習近平主席
2019年的新年賀詞，猶如溫暖人心

的新年序曲，展現出為民情懷、奮鬥姿態和大國胸
襟，意蘊深刻、內涵豐富。筆者有幸於上月底參加北
京大學國情研習營，以下將習主席新年賀詞結合我在
北京所學，與大家分享幾點感悟。

第一，為民情懷深刻綿長。「我始終惦記困難
群眾」、「千千萬萬的勞動者，我們要感謝這些美好
生活的創造者、守護者。大家辛苦了。」習主席為民
情懷抒發得淋漓盡致，表達了對人民的真摯愛護。困
難群眾是他始終的牽掛，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是他執着
的堅守。在學習過程中，我深感青年應當立志為民，
並應以此為奮鬥目標。通過做實事做好事，切實服務

社會，扶助有志青年，成就他人才能更好地成就自
己。
第二，奮鬥姿態躍然清晰。「我們都在努力奔

跑，我們都是追夢人。」、「成就是全國各族人民擼
起袖子幹出來的，是新時代奮鬥者揮灑汗水拚出來
的。」空談誤國，實幹興邦。要把藍圖變為現實，除
了奮鬥並無捷徑。堅忍不拔才能勝利，半途而廢必將
一事無成。在北大，老師講課多次提及「民生是我
心」，對社區工作表現出極大的認真和熱誠，不辭勞
苦肩負重任為群眾做了大量工作。這種堅持拚搏的精
神正是青年的奮鬥目標。

第三，大國胸襟更加凸顯。「無論國際風雲如何
變幻，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信心和決心不會

變，中國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的誠意和善意不會變。」中國作為世界
大國的自信和風範更加凸顯。過去這一
年，中國「朋友圈」日漸擴大，國際話語權大幅提
高。相信敞開開放大門的中國，必將為世界各國共同
繁榮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青年更應肩負講
好「中國故事」的使命。

未來，香港發展有待我們接力開創， 「一國兩
制」已進入新時代，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豐富
「一國兩制」的實踐。歷史長河裡，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擔當。2019年，我們將隆重慶祝新中國成立
70周年。讓我們一路同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
奮鬥！

習主席新年賀詞指引青年奮鬥
謝曉虹 香港青賢智匯主席 香港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 香港菁英會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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