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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2010．中國香港 )」，是凝聚海內外中華兒女愛國情

感的重要紐帶，也是全球華僑華人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搭建共識的交流平臺。是次大會以“推進和

平發展，促進和平統一，實現民族復興＂為主題，首次移師香港，並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

總會」主辦，於 2010 年 9 月 21 日至 9 月 22 日假亞洲國際博覽館隆重舉行。

本次大會致力於：一、大力弘揚和宣傳「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二、進一步凝聚與加

強全球華僑華人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的信念；三、促進海峽兩岸以及全球華

僑華人交流與合作。大會邀請到來自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以及全球五大洲 60 多個國家、

地區近 1500 位嘉賓代表參會，盛況空前。圖為參會者大合影。





  尊敬的董建華副主席，

尊敬的曾蔭權行政長官，

 各位會長，各位來賓，朋友們：

在中秋佳節即將到來之際，我們在美麗的香江之畔，

隆重召開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香港大會。首先，

我謹代表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和賈慶林會長，向大會表示熱

烈祝賀！向與會各位朋友致以親切問候！

志同道合者，不以山海遠。每年一次的全球華僑華人

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來自世界各地的海內外同胞相聚一

堂，共抒中華兒女愛國愛鄉之情懷，共謀祖國和平統一之良

策，共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前景，反響強烈，影響深遠。

長期以來，廣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始終心繫統一，堅決反對各種分裂勢力及其活動，

有力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積極牽線搭橋，廣泛促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全面推進了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利用人脈資源，積極爭取更多國家和國際友人的理解支持，鞏固發展了國際社

會普遍承認一個中國的基本格局。可以說，兩岸關係每一次進展，民族復興每一步征程，都熔鑄

了廣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的赤子之情，都飽含著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心血和智慧。借此機會，

向長期以來致力於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各界人士，向所有關心支持祖國統一大業的海內外朋

友，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謝！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經過海內外同胞長期戮力同心，不懈奮鬥，兩岸關係步入和平發展軌

道，和平統一大業呈現光明美好的前景。這是大勢所趨、民族之福，惠及兩岸、澤被千秋。

── 和平發展是著眼民族大義的戰略抉擇。基於為台海地區謀和平、為兩岸同胞謀福

祉，兩岸雙方穿越世紀風雨、跨越海峽之隔，邁出和解合作、開啟未來的歷史性步

伐。特別是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和平發展理應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主題」，反映

了海內外同胞的共同心聲。事實充分表明，中華兒女有智慧、有能力彌合分歧、化

解恩怨，有信心、有決心攜手開創民族復興錦繡前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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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發展是造福兩岸同胞的民心所向。兩岸同根同源，經歷共同的苦難和輝煌，有

著共同的歷史和記憶，是血脈相連的命運共同體。求和平、求發展、求共贏，符合

兩岸福祉，是兩岸同胞最真誠的願望、最強烈的共識。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局面，

有賴於海內外同胞共同維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果，必定為全體中華兒女共同

享有。

 ── 和平發展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必由之路。和平統一是和平發展的方向和目標，由和平

發展走向和平統一，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必然趨勢。由於種種原因，兩岸尚存分歧和

隔閡，需要通過和平發展，融洽感情，積累互信，增進共識。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進程中，堅持和平統一的信心不可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不可鬆懈，實現和平統

一的方向不可偏離。

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深入人心，勢頭強勁。兩岸政治互信不斷增進，制度化協商穩步推

進，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進一步鞏固，兩岸經貿合作成果豐碩，直

接雙向「三通」全面實現，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順利簽訂，標誌著兩岸經濟關係進入新階段。兩岸

文化交流更加深入，文化互動廣泛開展，正在邁上範圍更廣、層次更高的新台階。兩岸民間交往

日益密切，特別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和抗擊重大自然災害過程中，兩岸同胞同舟共濟、相

互扶持，體現了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愛，彰顯了患難與共的手足之情。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兩岸關係發展經緯萬端，既蘊含巨大潛力，也存在諸多不穩定、不確

定因素。「台獨」勢力的阻撓和破壞活動從未停止，兩岸關係中的難題尚需破解。海內外同胞應

攜手並肩，共同擔負起歷史賦予的重任，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動反「獨」促統運動深入開

展，努力譜寫無愧於歷史、無愧於時代、無愧於民族的壯麗篇章。

第一，緊扣和平發展凝心聚力。和平發展作為兩岸關係的主題，符合兩岸同胞共同利益。我

們要把握和平發展要義，不斷深化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大意義和豐富內涵的認識，深刻領會和

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內在關聯，始終堅持正確方向。要凝聚和平發展共識，深入宣傳和平發展是

兩岸同胞之福、中華民族之福，最大限度爭取海內外各界人士的認同。要推動和平發展進程，促

進和參與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文化，擴大共同利益，牢固精神紐帶，不斷

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物質基礎、文化基礎和社會基礎。

第二，著眼和平統一厚植根基。新形勢下推進和平統一大業，要立足和平發展大勢，固本培

元、夯實民意。著力推動台灣同胞增強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認同，消除誤解和疑慮，實現最

廣泛的團結。著力壯大促統力量，多做團結爭取、聯誼服務、凝聚整合的工作，不斷鞏固壯大支

持統一的社會基礎。著力增強統一聲音，用台灣同胞喜聞樂見、易於接受的方式，寓理於情地宣

傳和平統一，努力使和平統一在島內持續有聲、深入人心。

第三，順應形勢發展深化內涵。反「獨」促統運動，與祖國統一、民族復興偉業息息相關。

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台獨」，堅決維護國家主權，捍衛中

華民族核心利益。注重運用中華文化資源，依托同胞情、桑梓情、民族情等情感力量，繫牢海內

外中華兒女反分裂、促統一、謀復興的精神紐帶。堅持向基層扎根，向工作薄弱處推進，向青年

一代延伸，向台籍僑胞拓展，推動兩岸同胞直接接觸和深入互動。

第四，發揮整體優勢形成合力。海內外同胞眾志成城就能形成所向披靡的銳氣；同舟共濟就

能凝聚氣勢磅礡的力量。擁護祖國和平統一力量遍布五洲四海，進一步形成反「獨」促統規模效

應，需要注重提升感召力，以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文化淵源、共同的發展願景為紐帶，吸引

更多的海內外同胞投身其中。需要注重提升凝聚力，加強聯動協作，以民族大義鞏固團結，以體

諒包容增進團結，形成更加一致的步調和行動。需要注重提升影響力，充分發揮當地主流社會和

主流媒體的作用，用好自身資源，借助社會資源，贏得廣泛支持。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月到中秋圓，心向統一歸。我們堅信，在愛國主義旗幟下，最大限度

地把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不同信仰的同胞凝聚起來，一定能夠以中華兒女大團結，促進兩岸關

係大發展，開創祖國和平統一、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未來。

最後，祝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圓滿成功！祝各位朋友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事業興旺！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香港總會  公鑒
  

貴會成立以來，適值中華崛起、文化騰

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勢頭，貴會積極籌辦召

開《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

國香港)》商討兩岸和平發展、促進統一之重要

議題，想必獲得輝煌之成果，可供促進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之圭臬。恭祝大會成功·貴會會務蒸蒸日

上。

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會長 陳福坡 謹賀 

        2010年6月23日 

也談我的中國夢

“我的夢．中國夢”1947年時值國共內戰。我在

日記中許願：“祖國啊！你什麼時候才能複興？為了

祖國，我要犧牲一切享受，忍耐一切痛苦，埋頭努力

去做，以我的幸福，換取祖國的幸福。”這個願望就

是“我的夢．中國夢”。一夢就是60多年。 

今天，我存感恩之心，以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創會會長的身份，應邀又來到香港，參加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主辦的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

國和平統一大會，能不亦樂乎？ 

今日兩岸和平發展勢頭良好，我們的大會就是

要為破除政治難題，創造條件，可喜可賀。我深信大

會順利成功。 

謝謝！ 

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創會會長　黃企之 

二Ｏ一Ｏ年九月 

尊敬的各國促統會代表，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能來到香港，參加“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首先我謹代表來自印尼促統的全體團員感謝本次大

會的主辦單位，香港促統總會的熱情招待和盛情款待，並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我們身居海外的印尼華人，能夠參加這樣的大會，實在感到非常榮幸，因為過去30多年印尼華人受到種種限制和諸多不公，

直到1998年後實行政治改革，貫徹了自由民主開放的政策，才使越來越多的華裔和華人面向主流，有機會問政、議政與參政，積

極參加和關心印尼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同時也讓我們有機會來到這裡，參加大會，和大家一起探討祖籍國的和平統一大業。 

促進中國的和平統一大業是一項長期，復雜、艱辛、光榮和偉大的民族壯舉，也是我們每一個華人所關心和參與的民族復興

大業。我們一千五百多萬的印尼華人從自己親身經歷的生活中深刻體會到我們中華民族必須團結起來，兩岸必須統一起來，中國

必須強大，中國人民必須富裕起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尊嚴的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行列中。 

建國以來，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綜合國

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這些成就讓我們海外華人感到歡欣鼓舞。中國的成就為和平統一大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前

提和堅實的基礎。 

當前，中國和平統一事業的進程邁入到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即和平發展的階段。 ECFA的順利簽署標誌著兩岸的和平發

展取得了重大的新進展。海外的印尼華人樂見此一歷史性的進展，這一進展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隨著ECFA的

落實，兩岸的經濟，貿易，文化和教育等領域的交往將得到進一步的擴展和深化，兩岸的共識和互信也將越來越鮮明，越來越鞏

固，和平發展的道路將越走越廣闊。 

中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 21世紀論壇》的論述中說：當今世界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進

一步發展。因此，堅持走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可持續的發展道路是中國在國際關係中應對大發

展大變革大調整的複雜形勢下立於不敗地位的正確方向。這個方向符合當前兩岸的和平發展趨勢，兩岸的發展必將給兩岸人民帶

來更大的福祉和利益，同時也給世界人民樹立和平發展的典範。 

兩岸和平發展必將開花結果，台灣和大陸同胞必將攜手共進，為中國的和平統一，為中華民族的複興，共同擁抱21世紀。 

謝謝！

 印尼華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主席 吳俊亮 



贺  信

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2010•香港）大會﹕ 

熱烈祝賀香港大會適時隆重舉行，衷心感謝香港和統總會、香

港朋友們毅然付出巨勞舉辦如此大規模的全球性聚會。我們深信，藉

著兩岸和平發展的熱潮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簽署的春風，

全球華僑華人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洪流將更加澎

湃向前。 

美國華僑華人許多「反獨促統」先賢，從一開始就投身這熱潮

洪流之中。他們當中有些人包括我會一些重要領導人已經奮鬥、貢獻

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從2000年柏林大會開始的一系列全球大會中，在

美先後舉行了包括華盛頓大會（2000）和洛杉磯大會（2009）兩次大

會。全美和統會聯合會自2002年在全美芝加哥大會成立以來，堅守中

團結，貢獻中邁進，終於實現了全美和統會的基本大聯合。 

聯合會與分佈美國各地的會員團體，將一如既往與香港和統總

會以至全球180多個和統會一起，為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與中華民族的

偉大復興，繼續奮鬥，盡力貢獻。 

預祝大會完滿成功﹗ 

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會敬賀 

2010.6.25 於美國 

贺     函

振興中華，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中國億萬

人民包括台灣同胞的共同心願！祝賀《全球華僑華

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取得園滿成功！ 

  

加拿大渥太華中國統一促進會 

台灣傳統倫理文化發展協會 

賀  電 
 

  賀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論壇

（2010 中國香港）圓滿成功： 

      和 平 發 展  
 

                            共 榮 昌 盛 
     

 

理 事 長 

暨理監事 

2010 年 6 月 28 日 
陳 孝 忠     

中國全民民主統一會（作者：陳瑜玉女士）



台灣中國文化統一促進會–時時歡笑

台灣畫家羅彩琴小姐–幾度夕陽紅 賀

中國全民民主統一會（作者：耿培生先生）

贺  信

全球華僑華人推動中國和平統一（2010•香港）大會﹕

在海峽兩岸和平發展蓬勃展開之際﹐在兩岸經濟合作架

構協議 (ECFA) 簽署之後﹐香港大會的舉行﹐具有重大意義﹐

必將與歷次大會一樣載入史冊。

臺灣海峽兩岸因中國內戰及其延續而未能統一﹐全球華

僑華人一直高度關切﹐一心推動統一。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

以及其後澳門回歸祖國﹐成為一個歷史關節點﹐更加激發起

力爭早日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意志﹑信心和熱忱。 從2000年

柏林大會開始﹐包括美國的華盛頓大會（2000）和洛杉磯大會

（2009）在內的一系列全球大會﹐充分體現和標示著這種意

志﹑信心和熱忱。

我們美華友好促統會暨美華友好促統論壇網（www.

mhlts.com), 將竭盡微力﹐匯進全球華僑華人促進海峽兩岸和平

發展﹑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時代洪流。

預祝大會成功﹗                           

美華友好促統會敬賀

             2010.6.25 於美國聖地亞哥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值此《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2010-中國香港）》即將隆重召開之際，謹祝大

會圓滿成功，祝貴會會務蒸蒸日上，祝祖國和平統

一指日可待，祝香港特別行政區繁榮昌盛，再造輝

煌！

加拿大滿地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共同主席 羅華 敬賀

2010年6月27日

熱烈恭賀世界華人華僑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在香港隆
重召開

全世界華人華僑僑領為了祖國早日實現和平統一
齊聚香港出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召開促進祖
國和平統一大會充分說明了香港同胞們在推動兩岸和平
發展促進港台經濟貿易政治文化合作兩岸同胞交流來往
為祖國早日實現和平統一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充分體現
出香港地位的重要性。

今次我們分享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在促
進祖國早日實現和平統一成積交流經驗讓我們攜手並肩
前進團結世界各地的華人華僑港澳臺同胞為早日實現祖
國完全統一而努力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作出貢獻。 

熱烈祝賀世界華人華僑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在
香港召開完滿成功！

加拿大卡加里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委員會
名譽會長  陳永泰 敬賀

 

賀    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欣悉“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 

”在香港隆重召開，這是在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新形勢下全球

反獨促統團体共襄盛舉的又一次盛會，必定對兩岸關系的進一

步鞏固和良性發展，反對一切分裂中國勢力的斗爭發揮极其重

要的影響。 

 

香港回歸祖國以來，在特區政府領導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

，人民生活安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樹立了實施“一國

兩制”的成功典范。貴會成立以來，在推動港台交流，加強和

海外反獨促統力量的互動，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做出了杰出

的貢獻。讓我們攜手共進，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為中華民族的

振興共同努力！ 

 

衷心祝愿大會取得圓滿成功！ 

 

 

美國華盛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會長：吳惠秋 

 

2010年6月25日 

北加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Chinese for Peaceful Unification-Northern California 

       10294 South Stelling Rd., Cupertino, Ca 95014 USA 
            Tel: (408) 996-7215 Fax: (408) 725-0688 
                        http://www.cpu-nc.org 

 
 

 

敬致：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欣逢 貴會成立十週年誌慶，並舉辦《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

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 ， 謹代表「北加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全體常務理事、同仁致以熱烈祝賀及崇高敬意。 

 

  在香港地區華人社會中推動中國和平統一 貴會為開拓者；「一

國兩制」在香港施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充分發揮「一國的好處 兩制的

方便」，如何讓台灣人民了解中國和平統一是對台灣人民利益的最大保

障，是海內外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同心願，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對世界

和平的重要性， 貴會所扮演先知先覺中流砥柱的角色，相信在全世界

反獨促統的正義大潮中已作出卓著貢獻。我們相信 貴會必將繼往開來

，邁開新步，並作出新的貢獻。 
  

  衷心祝願 貴我兩會今後緊密聯繫攜手合作，並祝《全球華僑華

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順利 圓滿 成功。 
 

敬祝 

時祺 

 

名譽會長：方李邦琴 

名譽會長：林    青 

                  敬賀 

                                                                                                                     

二Ｏ一Ｏ年七月一日 

巴西中部西部地区區中國和平区一促区区進會

贺  信
 

尊敬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敬悉《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
港]》將於9月21 日- 22 日在貴地隆重召開，這是全球華僑華人在
新形勢下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共商中華民族復興；反對台"獨"分
裂勢利的又一偉大壯舉。可喜可賀！ 

香港是“一國兩制”的先行實踐者。回歸至今，在中央政府
和特區政府的英名領導下，在香港市民的奮鬥打拼下，一路走來，
蒸蒸日上。以非凡、卓越的成效驗證者特區的今日與美好未來。 

我們堅信；大會的召開將會為全球華僑華人在新形勢下反
“獨”促統的行動帶來強勁的動力，給島內台“獨”分裂勢力以
威嚴的遏制與震懾。探討海峽兩岸和平發展、祖國早日大統、中
華復興的新突破。 

祝大會圓滿成功！ 
向貴會全體同仁和與會者致以崇高的祝福與敬意！ 
歷史將會銘記你們的努力與功績！ 

巴西中部西部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宋南屏 
  2010年9月 日於巴西戈亞尼亞

祝贺

我謹代表烏干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衷心祝賀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勝利召開，並預

祝大會圓滿成功！ 

方忞會長 

烏干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CHINA RE-UNIFICATION ASSOCIATION SOCIETY IN BOTSWANA 
                              2010 年 6 月 24 日 主题：贺函

地址：博茨瓦纳首都哈卜罗内 

电话：00267-3163003 传真：00267-3918518 信箱：P.O.BOX 81066GABORONE BOTSWANA 

   电子邮件：MNW@INFO.BW  

 

賀  函 

 

欣聞《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即將

於2010年9月在香港舉行，謹代表博茨瓦納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向大會表示熱

烈的祝賀。 

祖國是我海外僑胞的堅強後盾，我們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緊密相連。當

前，兩岸關係正朝著和平發展的方向穩步前進，但努力推動兩岸最終和平統一

仍是我海外統促會的重要工作，我們深信，只要我們全體中華兒女萬眾一心，

共同奮鬥，祖國和平統一就一定能實現。 

祝大會圓滿成功舉行。 

 

會長：南庚戌 

博茨瓦納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2010 年 6 月 16 日

熱烈祝賀《全球華人華僑促進中國

和平統一（2010•中國香港）》 在香

港舉行。 

克羅地亞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2010.07.01

賀  詞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五日休士頓總領舘王志宏領事

通知本人，有關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香港舉行兩岸

論壇之事，我本擬於九月二十三日在杭州參加中國和平统

一促進會，沿路順時，乃欣然接受此邀請。

香港位居中國南方，乃對外出入之門戶，為思想及貨

物交流之樞紐；人才濟濟，可以提供各方知識，所獻策略

可通達國內領導階層。時逢國際平靜，中國兩岸致力於

和平统一；經貿方面已進行合作，教育文化方面將進行和

諧，最終之政治議題必然接受妥協。

中國和平统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在此時招開會議，適合

天時及地利，邀請大批志同道合之友人，共同討論不同方

案，以供兩岸政府參考，一定具有意義之貢獻，謹此預祝

大會成功。

德州中國和平统一促進會會長    翁和毓

二○一○年七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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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香港，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暨 

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2010 中国香港）： 

欣闻 2010 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今年 9 月

在香港召开，在此谨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 

促进中国和平统一是每位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心愿，也

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奥地利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将

与全球所有的华侨华人一道，同心同德，努力工作，为中国

和平统一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 

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奥地利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二零一零年七月三日 于维也纳 

瑞士中國和平统一促進會

恭祝：
中國和平统一促進會香港總會主辦

全球華僑華人反獨促统大會

謹祝：
大會完滿成功及期望祖國早日

完成統一大業

賀 函

中美友誼交流協會祝賀2010年全球華僑華人促

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圓滿成功！ 

願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成

為中國和平統一大業的領頭羊。 

願中美友誼交流協會自強不息，在國際上，

廣為宣揚中國和平統一理念及促進中美了解與合

作。 

中美友誼交流協會會長 

王勝煒博士敬賀 

2010年7月1日香港 

贺   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欣聞《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

香港）》茲定於2010年9月21日至22日在香港亞洲博覽館隆重召

開，我謹以巴西里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名義向大會致以熱烈

祝賀。 

中國的和平統一大業不僅關係到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時

也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起著至關重要的

作用。在新形勢下更要充分地利用香港的優勢和特殊作用，加强

两岸全方位的交流和合作。兩岸和平統一早日實現， 

並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巴西里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詹慧華 

2010 08 06

巴西里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Associacao Pro Reunificacao Pacifica da China do Rio de Janeiro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值 此 《 全 球 華 僑 華 人 促 進 中 國 和 平 統 一 大 會

（2010•中國香港）》即将隆重召开之际，我谨代表

罗马尼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全体同仁，向大会致以

热烈地祝贺。祝愿大会的四个论坛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从不同的方面论述港台、大陆台湾一脉相承的血

肉关系和共繁共荣的必然趋势，进一步推动中国和平

统一大业。大会的成功举办和论坛的丰硕成果必将镌

刻在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历史丰碑上。

祝大会圆满成功!

                罗马尼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 郭玉山

熱烈祝賀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舉辦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 · 中國香港)》 

为為台海地區謀和平

為兩岸同胞謀福祉
《印尼華人和平統一促進會》 

總會長吳俊亮暨全體同仁同敬賀 

公元2010年9月21日

印 尼 華 人 和 平 統 一 促 進 會 进 进     
PERKUMPULAN  PERDAMIAN  INDONESIA TIONGHOA    
INDONESIA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PEACEFUL REUNIFICTION 

尊 敬 的 《 全 球 華 僑 華 人 促 進 中 國 和 平 統 一 大 會

（2010•中國香港）》組委會： 

 

在 值 《 全 球 華 僑 華 人 促 進 中 國 和 平 統 一 大 會

（2010•中國香港）》召開之際， 我謹代表美國大

芝加哥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向大會表示熱烈的祝

賀。我們相信大會在組委會卓有成效的組織下和世界

各地華僑華人的支持下， 一定會取得大會預期的成

功。讓我們共同努力，求實奮進， 推動中國和平統一

大業的早日實現！ 

 

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王永高 

 《大芝加哥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會》共同主席 



PROMOTORA DE LA REUNIFICACION PACIFICA CHINA EN ESPAÑA

西 班 牙 中 国 和 平 统 一 促 进 会

    PLAZA DE ESPAÑA S/N 28008 MADRID       TEL:0034-915479191 FAX:0034-915481944     

香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

         欣闻今年中秋佳节在香江举行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谨向

大会筹委会致以热烈祝贺。

        香港自 1997年回归祖国，使我们海外华侨华人扬眉吐气。回归后十余年来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成功实施，为两岸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提供

了借鉴。因此，在香港举行大会很有现实意义。

        近几年来，两岸出现了和平发展新态势，今年四月，胡锦涛主席又提出

“四力”再促两岸和平发展。面对新形势，如何深入研究两岸关系发展趋势，

做两岸和平发展促进派，做两岸和平统一的促进派。海外统促会在“反独促

统”传统基础上，站在更高位置上，以更坚定，更灵活，更广阔的范畴上，开

展更有成效的工作。

        香港统促会和华侨社团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出不懈的努力。特别是香港

和平统一促进总会的成立，为更广泛团结香港社会各界人士，更全面凝聚各方

面力量提供契机。预祝香港 2010全球华侨华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完满成功，

祝香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会务日隆！

                                                                              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徐松华

                                                                                           2010年 7月 30日

賀 電
恭致：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2010·中國香港）籌備委員會 秘書處

欣聞“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將於2010年9月21日
至22日在香港亞洲博覽館隆重舉行，特此代表新西蘭南島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致電表示最熱烈的祝賀！衷心預祝大會順利舉辦，並取得圓
滿成功！

中國的和平崛起及和平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不可阻
擋的歷史潮流。真切希望今後能與貴會相互呼應，相互鼓勵，相互支
持，共同發出反對分裂、呼籲統一的強烈呼聲。我們今後願與貴會一
道，堅持“一個中國”的根本原則，堅決反對任何地區、任何形式的
分裂活動，廣泛團結聯合全球所有支持我們理念的華人華僑和各界人
士，同心同德，攜手並肩，為中國的和平統一事業，為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而共同努力。

再次祝願“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
港）”獲得圓滿成功！。

此賀！
新西蘭南島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會長 王建京 暨全體理事
2010年8月2日 於新西蘭基督城

波多黎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PUERTO RICO CHINESE ASOCIATION FOR ONE CHINA

熱烈祝賀：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圓滿成功
          

波多黎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會長何永強 敬賀

祝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大會成功
世界華人一條心 和平統一夢成真

冼錦燕太平紳士致意

新西蘭惠靈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代表

祝 贺 函 
在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时任

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人民大会堂举行60年来两党

领导人的首次会谈，达成并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

共同愿景"，揭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的大幕五周

年之际，获悉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在香港举行，葡萄牙和平统一促进会做为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热烈祝贺大会圆

满成功，同时祝愿本届大会的四个主题论坛得到广

泛积极的讨论并收到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论文。 

葡萄牙和平统一促进会 

2010年8月18日于波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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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致辭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尊敬的杜（青林）副主席、董（建華）副主席、楊（孫

西）理事長、高（敬德）會長、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我很高興來自全球各地的朋友今天在香港聚首一

堂，一同回顧兩岸關係近期的發展，前瞻兩岸之間未來

的合作共榮，齊心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成功落實

一九九七年，在「一國兩制」這個偉大構想下，香港回歸了祖國。過去十三年，我們

一直按照《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利用兩制互動迸發出的創意，把

握香港制度上的優勢，為國家、為香港帶來龐大的發展動力。

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特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獨立的行政管理權、立法

權、司法權和終審權。《基本法》也訂明香港可自行處理經貿、金融、文化等範疇的對外

事務。回歸以來，在「一國兩制」和國家的支持下，香港擁有更大的空間參與國際事務，

例如，我們在二零零五年成功舉辦世貿第六次部長級會議；二零零八年，香港協辦北京奧

運馬術項目；去年，香港更首次舉辦東亞運動會。在祖國的支持下，不少香港人更晉身國

際舞台。二零零六年，前香港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獲國家提名，當選世界衛生組織總幹

事，是中國人在聯合國機構擔任的最高領導職位，實在是華人社會的光榮。

我剛才所舉的例子，只是近年較為突出的幾項。香港回歸祖國十三年來，已經用無數

事實向舉世證明，「一國兩制」是務實可行的，是妥善處理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良方妙

策。香港順利回歸的成功經驗，早已為世人所認同，相信也能為妥善解決台灣問題，提供

實踐的範例。

港台關係最新發展

港台關係是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隨著兩岸關係進入歷史新階段，香港一定會好

好把握這個難得的機遇，發揮積極作用。特區政府在過去兩年積極部署，全面配合中央對

台政策，為港台交流創造良性互動的條件。今年四月，我們更成立了「港台經濟文化合作

協進會」，為進一步推動港台關係奠下重要基礎，更是港台兩地溝通磋商制度化的起點。

上月底，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以「協進會」榮譽主席身份率團到台灣，出席「協進會」和

台方對口機構「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舉辦的第一次聯席會議。雙方討論了港台之間

多元化的合作，包括進一步的經貿合作、旅遊合作、文化交流等有利兩地本身發展和長遠

良性互動的合作事宜。我希望港台兩地官員可以繼續利用「協、策兩會」的平台，以適當

身份，就港台雙方關注的事宜作溝通和交流，並就公共政策進行探討與磋商，進一步提升

香港與台灣之間的高層次交流，也為促進兩岸四地關係作出貢獻。

總結

二零零八年除夕，胡錦濤主席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上，作出

重要講話指出，廣大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和海外僑胞心繫祖國統一大業，是反「獨」促統

的重要力量。香港將會繼續當好「一國兩制」的使者，為促進兩岸關係發揮積極作用，為

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作出貢獻。

各位，明天是中秋節。我借此機會，祝願大家中秋節快樂，並祝大會圓滿成功。謝

謝各位！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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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峰重要講話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

尊敬的各位僑胞、朋友們：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非常高興出席「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

統一大會」。在此謹向大會主辦方和前來參加大會的港

澳台同胞、海外僑胞表示熱烈的歡迎和祝賀。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祖國統一，是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全體中

華兒女的共同心聲和夢想。今天來自世界近70個國家和地區的1500多名代表齊聚香港，表

達了普天下炎黃子孫最強烈的心聲。我相信：2010年香港大會的成功舉辦，將進一步凝聚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對祖國和平統一的共識和力量，有力地推動祖國統一的進程。我倍

感欣慰的是，憑著歷史及資源的優勢，香港已經成為中國和平統一大業的重要橋樑。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廣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不僅是中國和平統一

的積極支持者、擁護者，而且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參與者。不久前國家隆重舉

辦了紀念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慶祝大會，胡錦濤總書記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深圳

迅速從一個邊陲小鎮，發展成為一座現代化的大城市，創造了世界工業化、現代化、城市

化發展史上的奇跡，充分肯定了特區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的歷史性突出貢

獻。回顧深圳經濟特區30年的非凡歷程，我們深刻的體會到，她既是中國人民探索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經濟道路的偉大創舉，也是中央發揮僑務資源優勢，服務改革開放這一戰略思

想的集中體現。大家還記得1991年鄧小平同志在視察上海講話中談到：那一年確定四個經

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深圳毗鄰香港，珠海靠近澳門，汕頭是因為東南亞國

家潮州人多，廈門是因為閩南人在外國經商的很多。小平同志的講話，表明四個經濟特區

的確定主要建立在便於吸收海外僑胞、港澳同胞資金技術的戰略思想上。三十多年來廣大

海外僑胞、港澳同胞以悠悠赤子之心，拳拳報國之志，率先在中國投資興業，拉開了中國

對外開放的序幕，堅定了海外投資者對中國發展的信心，帶來了國內急需的資金、技術、

人才和先進的管理理念，促進了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接軌融合。三十年來港澳台資、僑

資企業的數量佔了三資企業的百分之七十，港澳台資企業的資金和海外僑胞的資金約佔全

國實際利用外資的百分之六十。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每一個堅實的腳步，都在證明廣大海

外僑胞、港澳台同胞不愧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開拓者、參與者和貢獻者。我相信隨著中國開

放型經濟不斷發展，廣大海外僑胞和港澳台同胞在內地投資，也必將獲得更加廣闊的空間

和更加豐厚的回報，事業的發展也將面臨著新的歷史機遇。

朋友們，國務院僑務辦公室是國務院專設華僑華人工作的職能部門。近些年來我們秉

承一顆為僑服務的熱心，竭盡全力為國家發展大局服務好，為僑胞事業發展服務好。在我

們過去多年的工作基礎上，我辦開展的各項活動得到了在座各位以及廣大海外僑胞和港澳

台同胞的關心和支持。借此機會，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同時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

繼續關心和支持我們的工作，積極建言獻策，以便我們不斷的改進工作，提升服務水準，

實現僑務工作的科學發展。

最後祝大會圓滿成功，衷心祝願在座各位朋友和家人健康順意，事業發達，中秋     

快樂。

謝謝大家！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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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剛致辭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副主任

尊敬的杜青林副主席、董建華副主席、曾蔭權行政長官，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金風送爽，丹桂飄香。在中華民族傳統的中秋佳節

即將來臨之際，「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香港

大會」 隆重開幕，維港兩岸再次掀起中華兒女期盼統一

的熱潮。我謹代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向大會召開表示熱烈祝賀！向遠道而來的各位嘉

賓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親切的問候！向廣大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致以美好的節日   

祝福！

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我們

欣喜地看到，自2008年5月以來，兩岸關係實現歷史性轉折，步入了和平發展的軌道。不

久前，兩岸又簽署了「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這標誌著兩岸經濟關係進入互利雙贏的新階

段。港台關係作為兩岸關係的特殊組成部分，近年來也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兩地出台了

許多促進交流交往的政策措施，取得了顯著成效。在兩岸實現直接雙向「三通」 的情況

下，去年港台貿易總額仍達到300億美元，人員往來近300萬人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港

台兩地成立了「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 和「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並舉行了首

次聯席會議。港台關係的提升和發展，不僅有利於兩地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也促進了兩岸

關係的和平發展。

自2000年首次大會以來，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先後在世界上十多個國

家及城市舉辦，已成為海內外華僑華人致力中國統一，振興中華的重要平台。在兩岸交流

日益擴大，兩岸同胞感情日漸融洽、互相逐漸增強的背景下，此次香港大會的召開可謂恰

逢其時，不僅是香港地區支持中國和平統一大業重要的力量展示，更是全球華僑華人促進

中國統一大業力量的大集合、大團結、必將有力地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的進程。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香港回歸13年來，中央政府始終不渝地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的方針，支持和維護了香港繁榮穩定發展，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重要借鑒。作為

中央政府駐港機構，我們將與廣大香港同胞一道，繼續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支持特區

政府採取積極措施發展港台關係，推動兩地交流與合作向前發展，尤其在擴大港台金融、

文化、新聞交流與合作，推動香港中資企業赴台投資等方面邁出實質的步伐。我們也將進

一步維護居港台胞的合法權益，提供更加優質的服務。我們樂意與全球有志於促進中國和

平統一大業的各界人士，為建設和平、穩定、發展的港台關係和兩岸關係新格局，為促進

中國和平統一進程，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更大的貢獻！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節倍思親。” 此時此刻，我們更加珍惜血濃於水的骨肉情

誼，更加期盼兩岸同胞早日團圓。預祝大會圓滿成功！祝各位朋友合家團圓、生活幸福、

事業興旺！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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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中重要講話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

各位鄉親、各位同胞：

大家晚上好！

受大會的熱情邀請，我向大家講幾句話。首先非常

高興，有幸和來自海內外的同胞們，在美麗的香江之濱

歡聚在一起，隆重舉行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

大會，我相信這個大會在中華民族、在兩岸關係、在中

國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必將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因此，在這裏請允許我代表中共中央台

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向大會表示最熱烈的祝賀，向各位同胞、各位鄉

親表示最誠摯的問候！

自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發生了重大的、歷史性的轉折，這個轉折、這個局面來之

不易，它不僅是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對台工作方針的正確貫徹執行，還得到了我們全世界

的同胞、我們的鄉親積極的、堅定的支持。由於全體中華兒女堅定的支持，我們才有了今

天的這個局面。對這個局面，我們倍加珍惜。回首2008年到現在，兩岸關係發生的重大變

化，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得以驗證。

第一，兩岸建立了政治互信。這種政治互信源於我們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正由於一

個中國原則形成了“九二共識”，這是我們堅實的政治基礎。

第二，在這種政治前提下，在“九二共識”的前提下，海協會和海基會的協商開始恢

復了。目前，兩會已制定了十四項協議，形成了目前這種大交流、大合作的局面，它為兩

岸同胞的福祉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今年6月份我們簽訂了兩岸經濟合作的框架協定，

是兩岸經濟關係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它標誌著兩岸經濟關係走向一個制度化的安排。

隨著這個制度化安排，兩岸經濟關係將越加密切、兩岸的交流將越加頻繁、兩岸同胞的瞭

解和認同將越加趨同。

第三，兩岸這種大交流、大合作局面所形成的強大勢頭，是任何人也阻擋不了的。特

別是全面直接三通，為兩岸的大交流、大合作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今天，我們在這裏

舉行大會，表達我們的一種信心、一種信念，那就是推動兩岸的和平發展，最後實現我們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此，我們抱有堅定的信心。兩岸的和平統一是我們始終不能動搖

的信念，這不僅是來源於我們的共同認知，也是來源於我們全體海內外同胞的這種期待、

這種決心。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對於祖國的和平統一，我們有足夠的信心，還來源於我

們中華民族和國家的發展，來源於我們國家實力的提高。相信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我

們的經濟實力會越來越得以提升，它必將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也為我們祖國的和平統

一，奠定強大的物質基礎。

再者，我們有足夠的耐性。由於長期的隔離，使台灣同胞在思想意識、思想認識上有

些差異，但是這不要緊，因為我們已經開拓了一個嶄新的局面，這就是大交流、大合作。

隨著大交流、大合作這個勢頭的發展，我們堅信，兩岸同胞的認知會越來越趨同，朝著兩

岸和平發展大方向邁進的步伐就會越來越堅定，我們的目標就會越來越近。

在此，我對今天來自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各位鄉親和各位同胞，對於你們堅持祖國和

平統一目標的不懈努力和追求，再次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謝謝！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根據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36 37

林瑞麟致辭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李(海峰)主任、鄭(立中)主任、高(敬德)會長、楊(孫西)理事

長、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非常高興能代表特區政府歡迎大家參與「全

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的晚宴。各位從五大

洲、70個地區來的朋友們，您們已經刷新了一個記錄 ──大會告訴我今年出席的人數有

1500人，來自台灣的超過600人，這是歷史上最多人參與的和平統一大會。我代表香港特區

政府，向您們、向國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讓我借這個機會，跟各位來賓分享三個想法。

首先，我非常同意許(歷農)將軍今天下午在大會上提到，我們中國人是很有智慧的。這

智慧不單止是指我們在幾百年前已經發明了指南針。我在80和90年代分別在香港政府駐英

國倫敦和加拿大多倫多的經濟貿易辦事處工作時，認識不少當地華僑。移居外地第一代的

華僑，通常經營餐館；到第二代孩子們念完書，就當專業人士；到第三代、第四代、第五

代就加入當地的國會，當政壇的人物。以我們中國人的智慧，當移居外地時，只要給我們

多一點的空間，我們就能發展得挺好。在過去許多的年代，中國人在外地、在本土已經創

造了許多的財富，今天我們需要創造的，是新一章的歷史。

在這裡我要跟大家談的第二點就是，在過去十多年我們已經共同見證到「一國兩制」

的成功落實。我們在80、90年代，安排香港回歸十多年中，部分人的信心曾經動搖，但

是因為「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符合國情、符合香港的需要、符合歷史的現實，最後香港

順利回歸。「一國兩制」是有生命力的，有一些安排是我們 1997年以前想都未想過的。

以前我們會想，香港能否維持作為一個自由經濟體，能否繼續維持我們的自由與法治等等

的問題。但是回歸以後，從1997到2003年，我們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跟中央商定我們

叫「CEPA」的更緊密的經濟貿易合作安排，這些都給予了香港新的發展空間。在過去7個

年頭，單是從內地來香港個人遊的旅客已經增加幾倍。直到今天，我們從世界各地來的旅

客每年是3000萬，單是從內地來的就有1800萬。我希望跟台灣的朋友講，現在您們有了

ECFA，下一站就應該跟內地商量到台灣的個人遊，現在每一年從內地到台灣的旅客才100

多萬，我們這小小的香港就已經有1800萬，所以我祝願您們，將來跟內地的合作再上一      

層樓。

第三我希望講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關心的「統一」問題。我認為時間是在國家民主這

一方的，西方的政客會說“Time is on our side”“我們有時間”。中華民族的歷史有5000

年，100年的分隔我們都不願意看到。但我深信，以中國人的智慧、耐性，無論歷史遺留下

來的問題有多麼大、多麼難，只要我們團結、堅定，就能像香港與澳門這兩個歷史遺留下

來的問題，分別在97年、99年獲得解決。第三個台灣的問題、海峽兩岸的問題、統一的問

題，我有信心在大家努力下，我們這一輩人在有生之年，可以共同見證到是能解決的。

非常感謝您們到訪香港，祝願大會圓滿成功，也祝願在座各位的朋友中秋節快樂，  

謝謝各位！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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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孫西致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尊敬的杜青林副主席、董建華副主席

尊敬的曾蔭權行政長官

尊敬的李海峰主任、李剛副主任、鄭立中副主任、修福

金副主席、黎桂康副主任、董中原副主席、辛旗副會

長：

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兩岸情勢正朝著“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

異、共創雙贏”的健康方向發展的時刻，二〇一〇年香

港「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召開了。我謹代表「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

總會」理事會，向前來參加大會的各方來賓致以衷心的謝意！　

本會是在胡錦濤主席發表「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重要講話之後、在兩岸關係發生積極變化的重要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總會的成立，為

充分利用香港優勢，推進兩岸關係發展，宣傳「一國兩制」成功經驗，建立了卓有成效的

平臺。

回歸十三年以來，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保持穩定繁榮和新聞與言論自由，法

治基礎更加牢固。這一史無前例的創舉，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稱讚與認可。隨後舉行的四

個論壇，各位專家學者將會對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歷程和經驗，作出闡述和總結。希

望「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能為我們兩岸和平發展，實現祖國統一，提供可資借

鏡、令人信服的寶鑒。

朋友們，今後我們將一如既往，與全世界各地促朋友一道，與台灣各界朋友一道，加

強溝通、緊密聯繫、共同努力，為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為譜寫「一國兩制」新篇章，

為實現全民族的團結、和諧、昌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讓我們共同祝福我們的祖國、祝福我們的香港繁榮昌盛，祝福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家

庭幸福！

謝謝大家！

二Ｏ一Ｏ年九月二十一日

高敬德致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大會籌委會主席

尊敬的杜青林副主席、董建華副主席

尊敬的曾蔭權行政長官

尊敬的李海峰主任

尊敬的李剛副主任

尊敬的鄭立中副主任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在中央領導的親切關懷下，在北京有關部委、中央駐香港聯絡辦公室、香港特區政府

的鼎力支持下，在包括熱愛和平、倡導兩岸和平發展、祈盼國家統一的全球華僑華人的熱

情參與下，時值香港回歸祖國13周年的金秋之際，我們迎來了大家翹首以盼的「全球華僑

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這裏，我代表大會籌委會，向來自世界60

多個國家1,500多名與會代表及兩岸四地的知名人士，表示熱烈與誠摯的歡迎！對為了兩岸

和平與發展，為了中國的和平統一，不遠萬里、不辭辛苦遠道而來的各位華僑華人，表示

由衷的感謝與敬意！

大家知道，「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是凝聚海內外中華兒女愛國情

感的重要紐帶，也是全球華僑華人為了促進中國和平統一搭建共識的交流平臺。本世紀以

來，以“促進祖國和平發展邁向祖國統一”為主題的這一大會已經先後在世界十多個國家

舉辦過多屆了。

本次大會是在過往成功舉辦的基礎上，以“推進和平發展，促進和平統一，實現民族

復興”為主題，因應兩岸關係的新形勢、新發展而首次移師香港。作為率先回歸祖國，成

功實現「一國兩制」的香港，作為曾經是海基會和海協會達成著名「九二共識」的香港，

作為曾經是無數仁人志士聚集發起反封建、建共和、積極參與抗日、維護國家統一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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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理應善用香港的獨特優勢和功能，擔當主辦「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的重任。承蒙中央信任，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主辦本屆大會，我們感到無

限榮幸。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本會自成立以來，我們以“為兩岸和平發展拓寬道路、為祖國

完全統一創造條件、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力量”為己任，充分利用香港優勢，舉辦了

多項對促進兩岸和平發展具有良好社會影響並具突破性進展的重要活動，打開了與台灣各

界交往的工作局面和更深層次的交流平臺，逐步建立起與世界各地促統組織以及華僑華人

的交流網路。

此次大會，我們將致力於弘揚和宣傳「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進一步凝聚與

加強全球華僑華人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中國和平統一的信念、促進海峽兩岸以及

全球華僑華人交流與合作。

我們希望通過今次大會，能夠與世界各地的“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組織與團體建立更

緊密的聯繫；我們也希望，各地的參會嘉賓與各位專家學者、有識之士通過在香港實地的

所見所聞，充分感受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同時，我們更希望，在

大會舉辦的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兩岸經貿合作論壇”、“兩岸文化教育論壇”和

“港台青年交流論壇”的這四場論壇上，大家能各抒己見，建言獻策，為推進和平發展、

促進和平統一、實現民族復興貢獻智慧和力量。我們相信，在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

華民族有智慧、有能力實現祖國的真正統一，實現重新自立於世界民族強林的宏願。

“千萬歸心成眾志，來年人月兩團圓”，各位嘉賓，各位代表，各位來自海內外的朋

友們，明天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最大的團圓節——中秋佳節，“每逢佳節倍思親”，這裏讓

我們恭祝在場的所有嘉賓、代表、朋友們，中秋節快樂！遙祝全世界的炎黃子孫們闔家團

圓、佳節愉快！並預祝偉大祖國早日和平統一，中華兒女來年人月兩團圓！

　最後，祝大家心想事成，身體健康。謝謝！

二Ｏ一Ｏ年九月二十一日

許歴農致辭

退役上將、新同盟會會長

主席，各位女士、先生：

我以九十二歲高齡，能參加今天的盛會，並獲有

五分鐘致詞機會，覺得非常榮幸，時間有限，一切敬

意、謝忱盡在不言中！

首先我鄭重呼籲：我們要加強民族自信，我們中華

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傑出的民族，自漢、唐時代，我

們就是世界的中心，世界的強國。中世紀，西方國家就

羨慕、學習我國的新發明，包含指南針、印刷術，直到1820年（清嘉慶、道光年間）中國國

內生產總值（GDP）仍佔全世界的40%，現代美國最高時候1950年，祇到27%，目前祇20%。

非常遺憾的，自鴉片戰爭失敗，1842年清廷與英國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以後，世

界列強包含德、法、俄、英、美、意、日乃至奧地利、葡萄牙，相繼進逼，從1842到1915

年被迫簽訂十五項不平等條約，使我國淪為半殖民地。雖在抗戰勝利以後，廢除所有不平

等條約，並取得「世界五強」之一的地位，但因國家貧窮、落後，並未受到國際重視。

直到1978年鄧小平先生提出「改革開放」以後，經過卅年的努力，國家建設、經濟發

展突飛猛進，正逐一超越世界「七大工業國」，目前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根據國際權威專家預測2027年中國經濟實力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經濟實力是推動政治、軍事乃至文化的基礎和動力。誠如國際知名學者保羅‧肯尼

廸（Paul Kennedy）說的“一個國家行使和保持全球主導權的能力，最後取決於生產力”。 

中國大陸在國際上，已由90年代的「中國崩潰論」，跨越21世紀初的「中國威脅論」，直

到「金融海嘯」之後，國際流行的「中國模式如何主導21世紀」。而台灣自國民黨重新執

政後，已逐漸恢復「亞洲四小龍」之首的經濟地位。此刻，我建議：我們共同呼籲兩岸領

導人，發揮高度智慧，完成國家統一，進而發揚中華文化，引導全球人類，進入「天下為

公」、「世界大同」的境界。

最後，讓我們一起高呼中華民族萬歲！

二Ｏ一Ｏ年九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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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維廉致辭

大洋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主席
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

朋友們 : 

今天，俊賢雲集，我很榮幸地在這裡與來自兩岸三

地的朋友們共同探討“反獨促統” 新的方針大計， 愛國

之情，盈盈滿堂。

八月初，我身為澳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負責人

和東道主，接待了來自五大洲各地和統會的朋友和僑領

們以及澳大利亞各界人士包括聯邦和州的部長和政要們，以“和平、和諧、發展、一中、

反獨 ”為主題，隆重舉辦了敝會十周年慶典及“兩岸和平發展高峰會”，會務之莊重，代

表們發言之熱烈，可謂空前。

現在，我又飛回香港與各位相聚一堂，各抒己見，得以再一次深入研討和瞻望兩岸和

平統一發展的重要機遇和前景。

回顧過去的十年歲月中，全球和統會不斷發展壯大，已形成全球範圍的“反獨促統”

的洪流，其壯麗宏大之勢，令人鼓舞歡欣。

猶記得二零零零年以來，以陳水扁為首的分裂分子掌握了台灣地區的治權，瘋狂地

推行了一套“去中國化”的分裂政策，不斷地製造族群分裂，歪曲歷史人物本身功過，一

時，塵囂甚上。

自那時以來，海外愛國人士以滿腔義憤和赤誠的民族熱情，高舉“反獨促統”旗幟，

與獨派之流和宵小之徒進行了不懈的鬥爭，遏制了分裂分子的囂張氣勢，取得了重大的   

勝利。  

自二零零八年以來，國民黨重掌台灣地區的治理之權，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兩

岸很快恢復了正常交往，在“先經濟，後政治” 及“先易後難”的商談過程中，逐漸取得

了兩岸多項交流與共識，兩岸的和平往來內容更其深化和多樣化，如此大好形勢，也為海

內外愛國人士所一致共讚。

今年，兩岸更通過了“ECFA”，從而令兩岸的和平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香港，作為兩岸關係發展中一個十分重要和有利的地域，我們高興地看到香港一些

有識之士，以地利之便，不斷地舉辦相關論壇，共同探討兩岸和平發展的前景。特別在今

年，香港和台灣相繼成立“港台經濟文化合作促進會”及“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在如此特有的良好氛圍中，兩地官員進行了互訪，達成了多項共識，令港台關係掀開了更

新的一頁。

香港，作為具有獨特政治創舉和深刻歷史意義的「一國兩制」的先行樣版，在兩岸和

平統一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政治垂範作用。香港在「一國兩制」上的巨大成功，將更現

實地加強和深化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

值此時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的成立及其會程的開展，令人興奮和鼓舞，

其“反獨促統”之功能，將更呈現實性。

今年三月，賈慶林主席在北京的政協大會上曾經呼籲港區政協委員“應該加強與本港

重要政團、社團和各界人士的聯繫”，有此宏麗期望，我更相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

總會應該並已經起到了這種重要的聯繫功能和先鋒作用，從而為兩岸和平統一的發展作出

新的重大的貢獻。

最後，我願用胡錦濤主席對兩岸關係的四點意見作為結束語，即“堅持一個中國的原

則絕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絕不放棄，貫徹寄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絕不改變，反對

台獨分裂活動絕不妥協。”

謝謝大家！

二Ｏ一Ｏ年九月二十一日



44 45

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
(2010．中國香港)

香 港 宣 言

值此庚寅金秋，來自祖國大陸和台灣、香港、澳門地區的中華兒女，同來自世界各地的炎

黃子孫聚首一堂，在美麗的香江之畔共睹「一國兩制」之風采，共感兩岸雙贏之新局，共擎和

平發展之大纛，共襄國家統一之偉業。

天行大道，地行大榮，世行大同，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是我們莊嚴的歷史

使命。歷經辛亥革命後一個世紀的滄桑巨變，百年前孱弱的中國，重振雄風，豪邁地躋身於世

界強國之林；台海形勢峰迴路轉，兩岸關係業已順利實現歷史性轉折。上述兩大背景孕育出本

次大會的主題：推進和平發展，促進和平統一，實現民族復興。

和平發展是兩岸主流民意，是祖國和平統一的必經之路。二零零五年，在經歷了兩岸長

期隔絕、兩岸關係跌宕起伏之後，國共兩黨領導人順應歷史潮流，在堅持反對「台獨」、堅持

「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以博大的胸懷和宏大的氣魄，共同走出歷史風雨，為和平發展奠定

基礎。二零零八年台灣政局發生巨變，兩岸雙方開啟全新思維，遵循“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

同存異、共創雙贏”的基本精神，堅持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把握節奏、循序漸進的靈活策略，

務實推進兩岸關係進程，逐步破解前進道路上的難題，奏響了和平發展的時代主旋律。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大會籌委會主席高敬德在大會閉幕式上主持通過《香港宣言》

44

共創雙贏是兩岸同胞的共同期待，是兩岸累積互信、求同存異的結晶。一旦干戈化為玉

帛，兩岸的劍拔弩張將一去不返，兩岸人民可盡情共用和平發展帶來的成果。祖國大陸頒佈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給台灣各界，尤其是農工商界和基層民眾帶來諸多便利和實惠。“大三通”

的順利實施，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定(ECFA)”，使兩岸同胞的利益和命運更加緊密地聯

繫在一起，為實現兩岸共同繁榮，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歷史性機遇。

「一國兩制」濃縮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它是歷史的選擇，也是未來兩岸統一的最佳模式。

我們欣喜地看到，「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在香港成功實踐。回歸十三年來，香港以“一國”

為歸宿，以“兩制”為沃土，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依法施政，保持了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這

為推動兩岸關係全方位發展，為兩岸和平統一先試先行，提供了一個明鑒。統一模式多種多

樣，如何將「一國兩制」這種最富魅力、最具前瞻性的構想應用在海峽兩岸未來的統一版圖

上，再次考驗我們全民族的智慧。我們有理由相信，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辦

好這件事情，最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千江有水千江月，萬裡無雲萬裡天”。凡有中華兒女的地方就有手足情，凡有華夏子

孫的地方就有團圓夢。祖國大陸和台灣是我們的共同家園，維護國家的領土完整、實現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中山先生曾經說過，“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

望”，為了完成這個歷史偉業，我們願意全力以赴。

共同的文化鑄就我們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血脈昭示我們共同的承擔。我們呼籲：兩岸同

胞、全球華僑華人順應天時，共促人和，堅持和平統一的偉大理念，抓住難得的歷史機遇，不

糾纏歷史，不荒廢現在，不愧對未來，攜手推進政治互信、經濟互惠、文化互融、社會互通、

軍事互睦、涉外共商的兩岸雙贏新局，共同迎接海峽兩岸和平發展，我們全體華僑、華人堅決

支持和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和海洋權益。讓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二Ｏ一Ｏ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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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發展促統一　兩岸關係開新局

——為「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香港)」而作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高敬德

金秋香江，喜迎盛會！全球炎黃子孫，發出「推進和平發展、促進和平統一、實現民族復

興」的時代強音！

香港第一個實踐「一國兩制」，為推動國家和平統一作出了「率先垂範」的歷史貢獻。面

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形勢，香港應成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力量。

一、和平發展是兩岸統一的最佳途徑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結果，不僅有利於兩岸經濟社會的共同繁榮，而且有利於維護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確保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途徑。

胡錦濤主席在《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2008.12.31)的

講話中強調，「我們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題，積極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全

民族的團結、和諧、昌盛」。胡錦濤的這一講話，首次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思想，揭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與實現國家統一和全民族團結、和諧、昌盛的內在聯繫。這是

大陸方面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兩岸和平統一主張和方針政策的重大宣示，為兩岸關係

的未來指明了方向。

二、ECFA簽署標誌著和平發展已成為兩岸關係的主旋律

近年簽署的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即「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是規範兩岸之間經濟合作活動的基本協議。ECFA的簽署，既說明祖國大陸經濟強大在兩岸關係

發展中的關鍵作用，也顯示兩岸經貿合作進入全面成熟的階段，更標誌著和平發展已成為兩岸關

係的主旋律。

1、大陸經濟成就的作用舉足輕重

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經濟成就舉世矚目，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供了強勁基礎，也為實

施包括ECFA在內的惠台政策，提供了必要的市場和足夠的承載體，更為大陸牢牢把握兩岸關係

主導權提供了重要保障。正如胡錦濤主席所說，「祖國大陸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巨大

進步，是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雄厚基礎和可靠保障，決定了兩岸關係的基本

格局和發展方向。」

2、ECFA所體現的最大善意是和平發展

ECFA涵蓋了兩岸間的主要經貿活動，符合兩岸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有利於最大限度地實

現兩岸經濟優勢互補、互利雙贏。ECFA的落實，標誌着兩岸經貿合作全面進入制度化軌道，將

為台灣經濟注入巨大的推動力。據台灣方面的研究顯示，ECFA光是關稅減免，一年就為台灣帶

來295億元新台幣的優惠，將帶動台灣經濟增長率增加1.65-1.72個百分點，將為台灣帶來大約26

萬個新的就業崗位。

更重要的是，ECFA將成為台灣聯結中國大陸和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節點。作為一個外向型

經濟體，台灣十年前就曾經希望成為亞太營運、金融和運輸中心。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台灣更加

迫切希望在與大陸簽署ECFA的基礎上爭取發展更多更廣的區域空間和國際空間，促進台灣經貿

網絡的「國際化」，化解其在區域經濟整合中的邊緣化困境。應當說，ECFA之後，這一切皆有

可能。

ECFA所體現的最大的善意是和平互利、和平發展。隨着ECFA對台灣經濟社會發展的紅利不

斷湧流，台灣民眾在共享兩岸經濟發展果實的同時，將更多地感受到大陸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誠意和善意。他們的注意力將從少數政客煽動的「台獨」轉移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上，在兩岸

日益密切的經濟融合中加深聯繫，增進了解和互動。事實上，民進黨反對ECFA的行動也只是一

種政治操作，即使民進黨人重新執政，也不可能真的倒行逆施。這一點在民進黨內務實人士的言

行中已經有所體現。

聯繫現階段兩岸關係的大背景，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ECFA所預設、所隱含的重要前提：兩

岸在尚未「正式結束敵對狀態」的情況下，簽署經濟合作協議，不是隱含了軍事互信、政治互信

的前提嗎？顯然，ECFA首先是經濟合作協議，但也是一種和平發展的協議。從某種意義上說，

是比政治、軍事協議更實惠、更具實際影響的協議，必將成為未來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簽署

和平協議的重要基礎。

三、海外華僑華人在促進統一方面的重要作用

海外華僑華人是促進祖國統一的基本隊伍，是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力量。多年

來，海外華僑華人以各種方式、各種渠道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向當地政府、主流社會和民眾

宣傳、介紹台灣問題的歷史以及中國政府的對台政策，對住在國的對華涉台政策施加積極影響，

在全球營造促進國家兩岸和平統一的氛圍。他們更利用與台灣的廣泛聯系，深入島內，推動兩岸

經貿、文化、科技、教育等多元化的交流和互動，為推動兩岸關係向著有利於和平統一方向發展

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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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在促進統一方面的獨特角色

1、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為祖國和平統一作貢獻

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的鄧小平曾經說過：「中國最終要統一。能否真正順利地實現大陸

和台灣的統一，一要看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結果，二要看我們經濟能不能真正發展。」顯

然，香港第一個實踐「一國兩制」，在推動國家和平統一方面多了一份「率先垂範」的歷史責

任。因此，港人努力落實好「一國兩制」，既是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在為祖國和平統一作出貢

獻。

由於台灣當局一直對「一國兩制」採取不同態度，陳水扁執政期間更將「一國兩制」妖魔

化，令香港作為台灣觀察「一國兩制」的窗口，更形重要。隨着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日益豐

富，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逐步增加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和信心，逐步體會到祖國大陸確實考慮

到和尊重了廣大台灣同胞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近年來，香港加強與內地的經濟文化聯繫，優

勢互補，共同發展，特別是CEPA和開放內地遊客自由行，探索並積累了兩個單獨關稅區之間建

立經濟合作機制的經驗。這一切為進一步密切兩岸經濟文化交流與合作、人員往來、促進兩岸實

現全面直接「三通」，以及兩岸磋商簽署的ECFA，發揮了重要的啟示、借鑒和推動作用。

2、港台關係取得重要進展

近年港台兩地政府層面的交流取得重要進展。香港特區政府將提升港台關係作為施政的重

要內容，繼成立跨部門督導委員會後，又成立「港台商貿合作委員會」、「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

進會」；首次在港舉辦「港台城市交流論壇」；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親自率隊赴台出席由「協進

會」和「策進會」在台北召開的首次聯席會議。此次出席的香港官員層次之高，前所未有。該會

更被稱之為有別於兩岸「海協會」、「海基會」的「小兩會」。

香港特區政府以「小兩會」作為平台與台灣官員直接進行溝通交流，不僅打破了港台過去

從沒有正式官方邀訪的政治禁忌，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日後兩地合作的模式和基礎，是港台關係發

展進入新里程的重要標誌。這不僅會大大加強港台之間的合作關係，而且可以為未來兩岸之間官

方接觸尤其是內地一些省市與台灣之間的官方往來，作出有益的探索。

3、香港應在兩岸關係中扮演「先行先試」的角色

率先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與台灣聯繫密切，在兩岸關係發展進程中具有無可取代的

獨特地位。港台關係的發展應該而且可以走在兩岸關係的前面，更好地發揮香港在促進統一方面

的作用。在兩岸和平發展的新形勢下，香港應該有開創性思維以及與之相關的政策措施。

首先，經濟方面，需加快推進港台實質聯繫

當前，以泛珠合作為平台的南中國經濟區域一體化的進程正在加緊進行。在這一進程中，

港澳均有參與，唯缺台灣。然而，南中國的經濟區域一體化，港、澳、台「一個都不能少」。因

應兩岸四地經濟合作形勢的新要求，香港需要抓緊推動與台灣簽訂「綜合性共同市場安排」，保

證兩地間貿易商品、資金、人才的無障礙流動，令港台之間在兩岸四地率先實現自由貿易區的經

濟整合，盡早進入共同市場階段，為台灣參與華南經濟一體化，加快大中華經濟圈進程，發揮連

接作用。

其次，政治方面，爭取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緩衝帶」

目前兩岸政治互動難度極大，香港最有條件在化解這一難題方面體現出獨特價值，成為兩

岸政治關系發展的「緩衝帶」。香港應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構建與台灣綠營、台灣民進黨溝通

的重要導體和平台，主動邀請他們訪港交流，以增進了解，建立互信。此舉對民進黨人客觀地加

深了解香港及大陸的對台政策有利。同時，作為曾經達成著名「九二共識」的香港，是未來兩岸

領導人高層會晤的最合適地點，香港應該為此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第三，民間及文化交流方面，努力開創全面合作的新局面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近年在不同場合上強調，“新形勢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要把兩

岸交流合作推向最廣泛的領域、推向基層，鼓勵最廣泛的基層民眾參與到兩岸交流合作中來”。

無論是歷史淵源、文化背景、社會制度還是現實聯繫方面，香港與台灣的民間交流與文化合作，

都較內地省市有更多的優勢和更大的空間。開闢港台關係的新時代，不僅是逐步開通官方、半官

方的溝通渠道，還包括開啟民間大交流、大合作的新篇章，鼓勵社會各界參與到港台交流合作中

來，努力使港台民眾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積極建設共同的精神

家園。

第四，海外方面，加強聯絡和凝聚華僑華人的促統力量

香港移民遍及全球，在全球華僑華人社會中具有重要影響力。香港作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

心和自由港，可以說是四面結緣，八面來風，與海外華人的聯絡甚具「天然優勢」。海外華人通

過香港，不僅能夠具體了解「一國兩制」實踐的現實，增強實現祖國統一的信心，而且能夠更好

地聯絡和凝聚全球華人推動祖國統一的力量。香港應該在這方面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喜看今日神州大地，政通人和，國泰民安，繁榮昌盛，生

機盎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我們的國家完全有能力實現和平統一，兩岸的中國人也一定有智慧

搭起和平統一的橋樑，為金甌無缺的華夏盛世早日到來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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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入場

開幕式現場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宣佈大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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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齊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左起：黎桂康副主任、高敬德會長、李剛副主任、曾蔭權特首、杜青林副主席、董建華副主席、李海峰主任、

楊孫西理事長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高層向來賓祝酒



54 55

董建華副主席向杜青林副主席致贈紀念品 杜青林副主席向高敬德會長授旗，象徵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繼往開來

楊孫西理事長、高敬德會長向董建華副主席致贈紀念品 楊孫西理事長、高敬德會長向行政長官曾蔭權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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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僑辦李海峰主任向大會致贈紀念品

大會向鄭立中常務副主任致贈紀念品

大會向李剛副主任致贈紀念品

民革中央修福金副主席向大會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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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董中原副主席向大會致贈紀念品 大會向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高玉琛副特派員致贈紀念品

大會向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林瑞麟局長致贈紀念品 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史茂林副會長(左4)和中聯辦台務部唐怡源部長(左3)向台灣統促組織領袖頒贈
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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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聯絡司周駿副司長(左4)和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陳幟彬副部長(左3)向與會僑領致贈紀念品

左起：王國強常務副會長、曾蔭權特首、黎桂康副主任、楊志紅常務理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執行副秘書長李路(中)、

副秘書長王安南(左)和梁玉鵬先生合影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海峽兩岸關

係協會陳雲林會長特送紀念品賀大會成功舉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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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青林副主席、董建華副主席和高敬德會長親切交談 杜青林副主席和曾蔭權特首相見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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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副主席和曾憲梓首席顧問 李海峰主任(中)、林瑞麟局長(左)和羅志光常任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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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董中原副主席、姚志勝常務副會長、李剛副主任、曾蔭權特首、楊孫西理事長 董建華副主席和國台辦鄭立中常務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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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左起：陳武副會長、施祥鵬首席顧問、李海峰主任、

董建華副主席、杜青林副主席、高敬德會長、黃煥明副會長、

姚志勝常務副會長

(下圖) 左起：黃英豪常務副會長、王國強常務副會長、曾蔭權

特首、李剛副主任、楊孫西理事長、計佑銘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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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峰主任(中)與常務副會長蔣麗芸(左)、陳曉穎(右)

李海峰主任與一眾嘉賓

左起：鄭蘇薇、梁玉鵬、李剛、計佑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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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曾蔭權與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左起：陳亨利、王國強、計佑銘、李剛、高敬德、曾智明

左起：容永祺、修福金、陳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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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福金副主席(右)和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左)向台灣一國兩制研究協會蔡武璋理

事長致贈紀念品

左起：霍震寰、董中原、董建華、王國強、施祥鵬

左起：霍震寰、梁愛詩、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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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立中常務副主任與本會高層等合影

鄭立中常務副主任、董中原副主席和與會嘉賓合影 左起：國台辦港澳局王憲局長、鄭立中常務副

主任、日本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陳福坡會長

左起：全國政協委員劉宇一先生、鄭立中常務副主

任、大中華團圓促進會台灣會長樂可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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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唐怡源部長、許歷農將軍、鄭立中常務副主任、王明娟女士、施祥鵬首席顧問 左起：陳亨利、唐怡源、范徐麗泰、鄭立中、王憲

鄭立中常務副主任與台灣代表合影左起：楊孫西、鄭立中、姚志勝 嘉賓交流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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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全國政協文史和学學習委員會施子清副主任、董中原副主席、劉宇一先生

左起：王國強、高敬德、陳曉穎、董中原、施祥鵬

左起：霍震寰、董中原、王國強、唐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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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何建華、霍震寰、董中原、曾智明

董中原副主席與陳金烈會務顧問(左) 董中原副主席與林樹哲常務副會長 左起：曾憲梓、董中原、陳曉穎

董中原副主席、楊孫西理事長、鄭蘇薇副會長與一眾企業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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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吳漢良、王安南、李路、鄭蘇薇、陳博智

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辛旗副會長(右2)與中聯辦官員合影

左起：楊勇、高玉琛、霍震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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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茂林副會長、高敬德會長與歐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張曼新主席

史茂林副會長與曾智明副會長 史茂林副會長與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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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協調部沈沖部長(右)與李君豪常務副會長

中聯辦楊建平秘書長為大會點睛

楊建平秘書長與中聯辦一眾官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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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麟局長伉儷(右6、右7)、羅智光常任秘書長(右8)與中聯辦官員合影

保安局李少光局長(中)與司徒乃鐘伉儷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劉吳惠蘭局長(右)與藍鴻震 

會務顧問

民政事務局楊立門常任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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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麟局長、羅智光常任秘書長與楊孫西理事長把酒言歡

楊孫西理事長與鄭蘇薇副會長 辛旗副會長、楊孫西理事長與唐怡源部長與一眾嘉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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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怡源部長和高敬德會長 左起：劉宇一、高敬德、楊孫西、盧文端

高敬德會長與王敏剛會務顧問(左)左起：盧金榮、施榮忻、高敬德、甄韋喬、陳建鴻



96 97

楊孫西理事長、高敬德會長和盧文端秘書長把酒言歡

盧文端秘書長、霍震寰監事長和藍鴻震會務顧問合影

施祥鵬首席顧問與李海峰主任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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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憲梓、曾智明父子和劉夢熊會務顧問合影

蔣震、蔣麗芸父女為大會喝彩

陳守仁、陳亨利父子步入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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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姚志勝、林樹哲、施祥鵬、黃煥明、黃朝陽 左起：陳曉穎、唐怡源、范徐麗泰、蔣麗芸、楊志紅

高敬德會長與國台辦政黨局賀之軍局長(左) 王安南副秘書長(右)與李嘉音會務顧問 劉漢銓首席顧問(中)、曾文仲會務顧問(右)與許漢忠常

務理事

施子清副主任和張學武會務顧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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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陳興國、王明娟、許歷農、施祥鵬、辛旗

林樹哲常務副會長與王憲局長 施子清副主任與張信剛會務顧問(右) 左起：劉夢熊、袁武、蔣震、董利翔

李海峰主任與姚志勝常務副會長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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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黃若紅、劉永碧、江雅琦 左起：司徒乃鐘、甄韋喬、鄧咏駿

左起：王國強、林樹哲、范徐麗泰、劉夢熊左起：黃朝陽、姚志勝、黃煥明 容永祺副會長與李山先生(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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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副主席李大壯(右)與賀之軍局長 左起：張信剛會務顧問、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先生、王安南副秘書長

本會理事出席開幕式容永祺副會長與嚴聖先生(右) 本會理事參加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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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全港各大院校近200位大學生積極應聘大會義工。

圖為籌備期間義工會議現場。

本次大會成立了以董建華副主席為榮譽主席、楊孫西先生為榮譽副主席、高敬德先生為主席、盧文端

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為執行委員會主席、其他成員涵蓋香港各界精英的籌備委員會。圖為籌委會高層

拜訪董副主席，滙報大會有關籌備工作。

圖為本會高層與大會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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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舉行期間有近60間傳媒、130多名記者蒞臨現場進行採訪報導 楊孫西理事長接受各媒體採訪

大會籌備期間，籌委會先後多次召開傳媒吹風會、新聞發佈會、專訪會以及與各有關部門的協調會。

圖為本會高層接受各大電視台採訪

中國統一聯盟紀欣主席接受採訪 大會受到各大媒體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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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福金副主席、梁愛詩副主任向新同盟會許歷農將軍頒贈紀念品 紀欣女士(右4) 向大會致贈紀念品

兩岸和平發展聯盟團長、勞動黨主席吳榮元(右5)向大會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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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圖1 圖3

圖4

台灣各與會團體向大會致贈紀念品，包括：新黨李勝峰秘書長(圖1)、台灣一國兩制研究協會蔡武璋理事

長(圖2)、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郭俊次總會長(圖3)、台灣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孫武彥理事長(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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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圖3

圖4圖2

台灣各與會團體代表向大會致贈紀念品，包括：商工統一促進會連石磊主席(圖1)、大中華鄉親聯誼總

會張世飛總會長和中華愛國同心會周慶峻會長 (圖2)、兩岸統合學會謝大寧秘書長(圖3)、台灣致公黨王

瑞陞主席(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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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與會團體代表向大會致贈紀念品，包括：台中市政記協暨中華和統經發會于衛民會長(圖1)、中

華統一促進黨張馥堂主席(圖2)、中國文化統一促進會任昌鼎理事長和畫家羅彩琴女士(圖3)、台灣傳統

倫理文化發展協會陳松棋副秘書長(圖4)

圖1 圖3

圖4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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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與會團體代表向大會致贈紀念品，包括：中華和平發展聯盟林竹松會長(圖1)、大中華團圓促進

會台灣會長樂可銘先生 (圖2)、中國全民民主統一大會王化榛會長(圖3和圖4)

圖1 圖3

圖4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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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僑領向大會致贈紀念品，包括：歐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張曼新主席(圖1)、印尼華人和平統一促

進會吳俊亮總會長 (圖2)、德國華僑華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夏康民創會會長 (圖3)、 挪威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馬列會長(圖4)

圖1 圖3

圖4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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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僑領向大會致贈紀念品，包括：全英華人華僑中國統一促進會單聲總會長(圖1)、菲律濱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吳仲振會長和董拔萃秘書長(圖2)、老撾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張貴龍會長 (圖3)、莫桑比克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江永生會長(圖4)

圖1 圖3

圖4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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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員大會崔世昌主席(左)

蒞臨大會，與陳永棋首席顧問合影留念

澳門中聯辦台務部程金中部長(左)與海協會駐澳門辦事

處戴肖峰主任共同步入會場

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劉藝良會長(右7)向大會致贈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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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與會嘉賓舉杯合影



130 131

各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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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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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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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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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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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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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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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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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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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與會嘉賓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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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大會的台灣代表，尤其台灣青年代表為歷屆最多。圖為台灣青年代表參学會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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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青年代表參會留影

 

本港皇仁書院和福建中學（觀塘）派出學生代表參加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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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摘要

在追求中國統一的問題上，大家立場高度

一致：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有智慧的民族，是有

能力、有辦法靠自己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和分歧

的，而中華民族也會在偉大復興過程中，成為

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辛旗

“力促兩岸和平發展邁向康壯大道”

美華友好促統會會長　趙宗鷹

“推動力、生命力、競爭力、凝聚力：合力深化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　紀欣

“化解政治定位難題，推動兩岸關係向深入發展”

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副會長   辛旗  

“共建民族復興    促進和平統一”

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劉廼強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

“ECFA標誌兩岸和平發展向前推進一大步”

台灣勞動人權協會幹事　王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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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全球華人理想的中國”

台海兩岸和平發展促進會榮譽顧問　夏瀛洲

“爭取國際社會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乃至最終和

平統一的支持”

“兩岸可以在各自發展的基礎上，互相提攜，  

共同發展”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林岡

“中國統一關乎民族振興”

台灣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　梁大夫

“兩岸聯手    捍衛海疆”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務顧問  劉夢熊

“台灣問題是民族內部問題，不是外交問題”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  張志剛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副所長   邵育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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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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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摘要

ECFA使兩岸經濟合作走向制度

化，也使台灣避免經濟被邊緣化並更

能走向國際化。兩岸一起推動經濟正

和的博奕，避免軍事負和的博奕，也

暫停政治零和的博奕。香港不應停留

在橋樑的角色，應該更積極的參與兩

岸經濟活動，並把握由此帶來的巨大

商機。

王祿誾訚

“香港應在未來兩岸和平發展中做出   

新的貢獻”

香港特區政府前民政事務局局長  藍鴻震

“在海峽西岸經濟區內先行先試，探索

建立具有區域特色的兩岸合作新模式”

厦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非

“兩岸簽署經濟協議將促使台灣更國際化”

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副會長 王祿誾

兩岸經貿合作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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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應在物資流的基礎上突破資金和人

才的流動”

摩根大通投資銀行亞太區副主席

 兼中國區首席執行官  方方

“建立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對促進兩岸經貿合作

意義重大”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君豪

“ECFA無論對台灣經濟還是兩岸經濟合作，都

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

南開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  曹小衡

“兩岸共建技術標準，提昇國際競爭力”

            中國文化經貿發展總會  林有田

“兩岸需要培育和保護三項促進兩岸關係走向 

統一的條件：共同利益、穩定合作和相互認同”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經濟室主任  朱磊

“兩岸應化戰略危機為經濟轉機”

台灣一國兩制研究協會理事長　蔡武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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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合作論壇」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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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摘要

兩岸今後的學術、文化和教育交流

的發展方向，應重視中國傳統儒釋道的

人文思想教育，修正過於偏重實用的教

育現況。兩岸的交流，頭20年以經貿交

流為主軸，台商学參與祖國的經濟發展，

貢獻甚大。在中國統一的輝煌歷史中，

台灣無疑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海峽評論》雜誌社社長   吳瓊恩

“同文通兩岸，促統創未來”

加拿大渥太華中國統一促進會共同主席　申麗珠  

	 兩岸文化教育論壇
	

“我們海峽兩岸已經走上了從‘有對’、‘有

仇’到‘和而解’的互利雙贏的歷史途程”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　劉夢溪

“宜恢復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教育”

 

香港理工大學榮休校長  潘宗光

“促進兩岸三地資金、人才與技術的合作”	

            中華崇德協會副理事長　王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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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兩岸文化交流，勢必有助兩岸人民之間的

心靈溝通”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教授　余小云 

“希望有機會看到‘復興中華相期在明天’”

          

原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張信剛

“書畫藝術是兩岸和平共融的最佳橋樑”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司徒乃鍾

“台灣學子高教新選擇：西進求學”

台灣夏潮聯合會秘書　李中

“隨著《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簽署，

兩岸已經從單純的經貿交流轉向經貿、文化、教

育、政治等全方位的交流“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  陳少峰

“台灣文化與大陸系出同源，實在很難要台灣人

視大陸人為外族”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國際關係組碩士　王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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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文化教育論壇」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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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摘要

我們上一輩曾經發生過的內

戰、敵對和對抗，絕對不能在我們

這一代再次重演。那是歷史的悲

劇！只有兩岸的和平發展與統一，

才能夠為我們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

中國人創造最大的幸福和福祉！這

樣的時代使命，就落在了我們兩岸

青年的身上。我們深信，兩岸的未

來屬於兩岸的青年，兩岸的青年也

將決定兩岸的未來！

王正

“不管是兩岸三地或世界各個角落，都應該重視

公民時代的來臨，鼓勵青年提早參與公共事務”

台灣成大電機系　盧彥澤

	 港台青年交流論壇

“相信台灣和大陸會在中國文化這個大熔爐中

融合統一，我們期待最和平最璀璨的融合”

台灣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林玿五

“建構兩岸青年的‘集體歷史記憶’，重新做

回中國人”

台灣中華基金會執行秘書　王正 

“義務工作讓我有機會接觸不同的人 ”

香港義工發展局第三屆香港傑出義工  陳麗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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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個世紀絕對是中國人的世紀，兩岸三地

青年學子在此佔了很重要的角色”

台灣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班 賴弘仁

“要相信自己，理想必達到”

2008年世界十大傑出青年   甄韋喬

“開放島內企業赴大陸投資是可行且有正面效益

的，但應循序漸進並且有配套措施”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系三年級　張晉豪

“香港是一個文化多元、且包容性極強的國際化

都市，無論是來自香港，或者內地、台灣，還是

外國的年輕人，都能夠尋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主席 耿春亞

“我們應該了解‘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勝’的道理，關注地球，關注環境”

極地博物館基金創辦人  李樂詩

“兩岸之間的學術交流，就如同呼吸般的自然，

早已存在於各種形式的合作之中”

 台灣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研究所博士生  孫翊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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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青年交流論壇」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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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嘉賓共同高歌《我的祖國》

大會特別邀請了多個演出團體和個人參與演出，包括：鄒阿梅女士的川劇絕活變臉(圖2)、由馮平北女士伴

奏，陳麗珍女士和張福田先生合唱的意大利歌劇名曲(圖3)、南區武術總會的少年中華武術匯演(圖4)、香港

魔術家協會馬西敏伉儷的魔術表演(圖5)

圖2 圖3 圖4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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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嘉賓還包括：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合唱團(圖1)、香港夏國璋龍獅團(圖4)。演員嘉賓交流互動，氣氛

熱鬧(圖2、圖3、圖5)。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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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台灣的嘉賓為大會義務演出，共慶全球統促盛會。他們是：大中華鄉親聯誼總會(圖1)、中國全民

民主統一大會(圖2)、中華和平發展聯盟(圖3)、台灣中華統一促進黨(圖4)

圖1

圖2

圖3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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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蘇薇副會長、李廣林理事與台灣小數民族合影

中華和平發展聯盟的著名演奏家王吉宣先生演奏出多首名曲 中國統一聯盟的弦樂三人小組演奏出多首著名樂曲

大中華鄉親聯誼總會為大會表演作精心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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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特別安排各與會嘉賓到香港著名遊覽區遊覽，感受香港活力之都的魅力。圖1、2、3為嘉賓遊覽
迪士尼期間合影；圖5為嘉賓在海洋公園纜車內合影；圖4為嘉賓於金紫荊廣場留影

圖1

圖2

圖3

圖5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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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簡介
 

     

為響應胡錦濤主席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更

好地發揮香港各界在國家和平統一事業中的作用，香港地區多位知名人士於2009年共同發

起並籌組了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本會的宗旨是：廣泛聯繫和團結香港各界人士，高舉和平統一旗幟，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堅決反對「台獨」；宣傳「一國兩制」成功經驗，密切港台關係，深化港台交流，確

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早日實現祖國和平統一。

本會採理事制，日常運作採「理事會領導下的會長負責制」。主要領導包括：總監為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理事長為全國政協常委楊孫西，會長為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

會副主任高敬德，監事長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震寰，秘書長為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

任盧文端，司庫為全國政協委員王國強，義務法律顧問為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本會還特

別聘請范徐麗泰、梁振英等多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分別擔任首席顧問，還有多

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社會名流擔任會務顧問。目前本會有7個團體屬會，並下

設經濟交流、文化交流、對外聯絡等專門委員會。

2009.07.30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正式成立

2009.08　本會高層為台灣風災捐款 2009.10.23 接待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秘書長朱
京光一行

大事記



190 191

2010.09.21-22 成功舉辦「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
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

2010.12.01-05 由高敬德會長率團赴鄂拜會李鴻
忠書記

2011.01.13 本會高層出席香港台灣同胞迎春酒會，
與中聯辦殷曉靜副主任共同舉杯祝酒

2009.12.15 會晤唐英年等香港特區政府高層

2010.01 組團赴台出席台灣「重整中華論理道德
文化論壇」

2010.04.14 第一屆第二次常務理事會一致通過
主辦「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
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

2010.09.10-14 由高敬德會長率團赴山西進行經
貿考察2009.12.27 會晤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執行副秘書

長李路

2010.01.06 隆重舉辦「香港各界學習胡錦濤主席
重要講話座談會」

2010.08.20 舉辦「兩岸三地和平發展研討會」
2009.11.15-18 組團訪京獲全國政協賈慶林主席

等接見
2009.11.19 接待台灣統一聯盟主席紀欣一行



編後語

以「推進和平發展，促進和平統一，實現民族復興」為主題，由“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香港總會”主辦的「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

港)」，雖然已經落下帷幕，但那盛大隆重、激動人心的場面，那鼓舞人心、催人奮進

的講話，還有那精彩的演講、激烈的討論，仍然回蕩在心。

為紀念這歷史的一刻，繼日前《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

論文匯集》出版後，我們決定編撰《和平的盛會—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

會(2010‧中國香港)紀念專輯》。承蒙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的關愛，《紀念專輯》

以其在大會上重要講話為序，並獲大會主席、本會會長高敬德題書名，彌足珍貴。

《紀念專輯》將以恢弘的篇章，精湛的編撰再現「全球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

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的華彩，其主要內容有：大會重要文獻；盛會圖片薈

萃；四大論壇剪影，等等。此外，我們將大會全部論文同時製作成電子版，一併隨附

在本專輯內。

我們懷著崇高的敬意和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務求使《紀念專輯》成為大會的精

粹之作，惟此才無愧於積極推動祖國和平發展大業的全球華僑華人。

專輯終於問世了。藉此，我們再次感謝遠道參會的全球華僑華人以及中國內地、

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各位代表，您們是大會的真正主人，是《和平的盛會—全球

華僑華人促進中國和平統一大會(2010‧中國香港)紀念專輯》的靈魂!

本專輯是集編錄校勘為一體的繁複工作，惟限於我們編力不逮，時間緊迫，在編

選過程中難免疏漏，尚祈體諒見宥。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

二〇一一年一月

鳴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旅遊發展局

高敬德	 	 楊孫西	 		 盧文端							

姚志勝	 	 戴德豐	 	 洪祖杭	

蔣麗芸	 	 計佑銘	 	 霍震寰							

黃英豪	 	 黃朝陽	 	 陳金烈	 	

容永祺		 	 香港慈善總會							 香港崇正總會									

林樹哲								 	 王祿誾	 			 九龍總商會	 	

鄧予立											 黃若虹	 									許漢忠									 	

施錦彪								 	 林耀明	 		 吳天賜	 				

王英偉											 王亞南	 	 梁偉浩	 								

施錦象								 	 施錦玲	 			 黃楚標

楊志紅女士現場指揮主禮嘉賓接待事務

梁玉鵬先生提供全場月餅

金利來集團有限公司提供全場嘉賓領帶和義工服裝

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協助訓練全場義工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提供主禮嘉賓襟花

演出個人和團體： 
王吉宣、吳依潔、邱金池、洪也淳、馬西敏、張福田、陳麗珍、馮平北、鄒亞梅、		

蔡君賢、鄭蘇薇、台灣中華和平發展聯盟、台灣大中華鄉親聯誼總會、台灣中國全民

民主統一會、南區武術總會、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合唱團	

再次對為此次大會提供幫助的所有人士和機構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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