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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2017 年第 9 期） 
 

 

 

 

一、 近期要聞 
1. 習近平：推進和平統一   絕不允許分裂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10 月 18 日代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在黨的十九大
報告時強調，必須繼續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絕不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絕不允許
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
土從中國分裂出去。 

回顧過去五年涉台工作取得的新進展，習近平指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
「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加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兩
岸領導人歷史性會晤。妥善應對台灣局勢變化，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
勢力，有力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在報告第三部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習近平強
調，必須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持「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深化
兩岸經濟合作和文化往來，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反對一切分裂國家的活動，共同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在報告第十一部分「堅持『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習近平指出，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願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必須繼續堅持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習近平指出，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
關係的根本性質，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
國，兩岸雙方就能開展對話，協商解決兩岸同胞關心的問題，台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交往也不會存在
障礙。 

  習近平說，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我們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尊
重台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台灣同胞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我們將擴大兩岸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實現互利互惠，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
遇，增進台灣同胞福祉。我們將推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 

  習近平還表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全體中國人共同的夢想。我們堅信，只要包括港澳台同胞在
內的全體中華兒女順應歷史大勢、共擔民族大義，把民族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一定能夠共創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7/10/19/a23-1019.pdf (文匯報) 
 
2.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公報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於 10月 25 日在北京舉行。習近平同志主持會議並在

當選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後作了重要講話。全會選出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首的七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
是：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甯、趙樂際、韓正。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5/content_5234340.htm (人央人民政府官網) 
▲ 黨的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重 要 呼 籲 
中西區區議會山頂選區和東華選區補選於 11月 26日(星期

日)舉行，現特呼籲本會合資格選民及親友屆時將手中神聖的一票

投予愛國愛港的候選人。 

▲ 習近平總書記代表十八屆
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報告。 
 

http://pdf.wenweipo.com/2017/10/19/a23-1019.pdf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5/content_52343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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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志軍：清晰劃出重大原則問題紅線 
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 18日就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的對台內容接受了記者專訪。他指出，十九大報

告表明了反對「台獨」分裂圖謀的堅定意志和鮮明態度。這是我們黨對歷史對人民的莊嚴承諾和責任，在關乎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原則問題上清晰劃出了紅線，表達了我們的堅定意志，展現了我們的戰略自信。 

他說，十九大報告宣示了對台工作的根本目標和主要任務，闡明了對台工作的基本方針和基本原則，提出了對
台工作的重要理念和主要措施，表明了反對「台獨」分裂圖謀的堅定意志和鮮明態度，提出了對包括台灣同胞在內
的全體中華兒女的殷切期望和偉大號召。當前，島內「台獨」分裂勢力在文化、教育等領域不斷推行「去中國化」
活動，鼓噪「台獨修憲」。我們要高度警惕形形色色的「台獨」活動，絕不容忍「法理台獨」分裂行徑，也絕不坐
視「漸進台獨」侵蝕和平統一的基礎。 

張志軍還指出，十九大報告明確對台工作的主要任務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通向和平統一的正確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
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並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要求我們努力維護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營造
有利的台海環境。同時，維護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也是在為最終實現祖國統一創造和積累條件，扎實推進祖
國和平統一進程。 

張志軍表示，報告特別指出「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雙方就能開展對
話，協商解決兩岸同胞關心的問題，台灣任何政黨和團體同大陸交往也不會存在障礙」。這為破解當前兩岸關係政
治僵局指明了方向，表明了我們對與台灣各黨派交往的態度是開放的、標準是一致的，展現了最大善意。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7/10/19/a23-1019.pdf (文匯報) 
 
4. 林鄭發表首份施政報告：務實惠民生  創新謀發展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10月 11日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40分鐘的撮要宣讀，伴以 4.9萬

字的詳盡內容，全方位向香港人展示未來逐步同行構建的發展路徑。在社會最關注的住屋問

題上，她推出「港人首置上車盤」、增加「綠置居」等，要為不同收入的香港市民重燃置業希

望；在香港落後了的創科創新產業上，她銳意要在 5年內將研發開支佔 GDP 的比重翻倍。她

強調良好管治、多元經濟、培育人才、改善民生，要令香港成為宜居城市，並要輔助弱勢社

群、與青年同行，在關懷和聆聽的同時，以「好打得」的風格將政策一一落實，讓香港市民

在政府施政中，擁抱希望，分享快樂。務實解決民生問題，讓更多市民受惠；創新推動經濟

社會發展，讓管治更順暢，動力更強勁，成為林鄭月娥施政報告「首秀」的主旋律。施政報告重點如下：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7/10/12/a01-1012.pdf (文匯報) 

 

管治 
■ 改組「中央政策組」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 成立「行政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團」 

■ 設立一所全新的公務員學院 

■ 2018-2019 財政年度增加公務員編制，多聘約5,000人 

經濟發展 
■ 與國家發改委簽署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全面協議 

■ 將企業首200萬元利得稅率降至8.25% 

■ 企業首200萬元合資格研發開支獲300%扣稅，餘額獲200%扣稅 

■ 將會展中心毗鄰三座政府大樓重建，新增23,000平方米會展新翼 

創科與創意 
■ 行政長官親自主持「創新及科技督導委員會」 

■ 將本地研發總開支倍增至佔GDP1.5%，即每年約450億元 

■ 為大學研究資金預留不少於100億元 

■ 向研究基金注資30億元，為港生就讀研究院課程提供助學金 

■ 利用20億元「創科創投基金」，與私人風投基金配對投資創科初創企業 

■ 向「創意智優計劃」注資10億元，加強支持設計業及創意產業 

土地房屋 
■ 沙田火炭4,000多個新公屋單位2018年底轉為「綠置居」出售 
■「白居二」恒常化 
■ 推「港人首置上車盤」，安達臣道地皮提供約1,000個單位 
■「首置盤」月入上限單身人士3.4萬元，二人家庭6.8萬元 
■ 研究整幢工廈免補地價改裝為過渡性房屋 
■ 協助非牟利機構興建預製組合屋 
 

教育 
■ 2018/2019學年起初中中史成為獨立必修科 

■ 設立120億元大學宿舍發展基金 

■ 向持續進修基金及資歷架構基金分別額外注資15億及12億元 

醫療、環境衛生 
■ 成立基層醫療發展督導委員會 

■ 增設6間護士診所 

■ 2018年落實自願醫保計劃，並修訂稅例 

■ 檢討「限奶令」 

社福、安老助弱 
■「低津」、「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加碼 

■ 明年年中推「高額長者生活津貼」，每月3,435元 

勞工權益 
■ 法定侍產假日數由3天增至5天，研究延長10星期法定產假 

■ 用八達通乘搭港鐵、專營巴士、綠Van、渡輪及電車可享補貼 

■ 加大財政承擔助取消對沖 

青年機會及事務 
■ 政府委員會青年成員整體比例提升至15% 

■ 以非公務員合約形式招聘20至30名青年加入「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 以民商官三方協作的模式推行「青年共享空間計劃」 

智慧城市 
■ 投放7億元推展智慧城市基建，包括「數碼個人身份」 
■ 政府提供經濟誘因鼓勵光纖網絡擴至偏遠鄉郊 
■ 在短、中期逐步在旅遊熱點加強Wi-Fi設施 

http://pdf.wenweipo.com/2017/10/19/a23-1019.pdf
http://pdf.wenweipo.com/2017/10/12/a01-1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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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馬英九辦公室：「九二共識」與「反獨」是兩岸共同政治基礎 
馬英九 10 月 18 日到台灣東吳大學「嚴家淦法學講座」演講「台灣

國際法地位：《開羅宣言》是不是條約？」時，沒有針對十九大作出回
應，由辦公室發言人回應。 馬辦表示，中國共產黨 18 日舉行第十九次
全國代表大會，回顧 5 年來施政成果，並前瞻未來 5 年發展方向。   

馬辦指出，馬英九肯定過去 5 年兩岸合作的進度，以及大陸在習總
書記領導下的建設成果，也呼籲雙方繼續堅持在「九二共識」與反對
「台獨」的基礎上，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為降低敵意、振興中華戮力以
赴。兩岸領導人於 2015 年 11 月在新加坡舉行歷史性的高峰會時，馬
英九也強調，「九二共識」是兩岸共同的政治基礎。雙方應在「九二共
識」與反對「台獨」的基礎上，繼續求同存異，共同振興中華，為兩岸
人民帶來更多的福祉。 

馬辦說，兩岸在 1992 年 11 月達成「九二共識」，內容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其
涵義可以口頭聲明方式各自表述」，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台方的「一中各表」完全不涉
及「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與「台灣獨立」，因為這是「中華民國憲法」所不容許的。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8/4/8/7/104848795.html?coluid=255&kindid=0&docid=104848795&mdate=1019002002 (中評社) 
 

6. 賴清德回應陸方：六個決心不會改變 
中國國民黨「立委」孔文吉今天在「立法院」質詢時，詢問「行政

院長」賴清德對中共十九大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有關涉台談話有何看
法？  

賴清德回應藍委孔文吉提問時說，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兩岸政
策「行政院」服膺蔡英文，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也不在壓力下屈服的最
高指導原則辦理。 他表示，「行政院」一貫立場，是捍衛台灣主權決心不
變；維護「國人」自由、民主、人權生活決心不變；發展經濟、壯大台灣

的決心不變；透過交流、求同存異，深化兩岸和平發展決心不變；維護
「國人」對於未來權利的選擇權決心不變；也會捍衛區域的和平安全，這
個決心也不會改變。  

孔文吉說，有些話兩岸有一個默契，「不要講出來」；賴清德說，這
個都要誠實面對，「不是說私底下大家好朋友，稍微應付一下就可以過

去」，這是關係「國家」走向，人民是非常關注的。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8/5/0/9/10485093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4850931&mdate=1020152509 (中評社) 
 
7. 專家評論摘要 

蔡不改兩岸政策 大陸也有「四不」 
蔡英文「雙十講話」中有關兩岸關係部分，仍然沒有大陸想要的、能夠打開兩岸僵局的體現「一

中」的內容。  

國台辦回應非常簡短，僅重申立場，沒有多說，主要是這一句，「台灣當局不論提出什麼模式、主
張，關鍵是要說清楚兩岸關係的性質這一根本性問題，確認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核心認知。」  
  蔡英文「雙十講話」重申她的所謂「四不」，即「我們的善意不變、承諾不變，不會走回對抗的老
路，但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這是「雙十」核心要點，蔡英文藉此宣示，她不會改變現行的兩岸政
策。對岸不會對此存有幻想或期待。  
  沒有「一中」的「四不」，本質、虛實瞞不了人，善意、承諾不能當真。蔡英文既然重申了所謂
「四不」，大陸其實也有「四不」，必然以「四不」回應。我們認為大陸的「四不」可歸納為：「不恢復
接觸、不接受互動新模式、不允許毀諾挑釁、對台大政方針不會因台灣內部局勢變化而改變」。  

▲ 馬英九日前到東吳大學演
講。 
 

▲ 賴清德表示，六個決心不
會改變。 
 
 

http://hk.crntt.com/doc/1048/4/8/7/104848795.html?coluid=255&kindid=0&docid=104848795&mdate=1019002002
http://hk.crntt.com/doc/1048/5/0/9/10485093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4850931&mdate=102015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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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雙十講話」可看出，蔡當局選擇以拖待變，兩岸如何走下去，主要看大陸。我們認同這樣的分
析，從大歷史的角度看，統一台灣的過程已在進行之中，順應歷史潮流，放下「台獨」意識形態，追求
兩岸人民共同的福址，才是真正的善意、才是真正不走回對抗的老路。 
 

當年險開戰 「台獨修憲」不可一不可再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 10 月 11 日在中常會上指出，未來「修憲」若出現「兩國論」的相關主張，國

民黨絕對反對到底。吳敦義此一表態若能化做切實行動，將能有效阻止綠營推動「憲制性台獨」。  
國民黨目前在「立法院」僅有 35 席，但超過四分之一席次，達到防止「修憲」門檻。蔡英文近日

在「雙十講話」中喊話朝野坐下來談，不排除是體認政治現實，要與在野黨談「憲改」及兩岸。能否成
事，還有變數。  

蔡英文 9 月 24 日在民進黨全代會上提出啟動「憲政體制改革」、賴清德早前在「立法院」亮出
「台獨」本質立場、蘇貞昌之女蘇巧慧最近提出對「國家定位」大動手腳的「修憲案」，讓外界擔心一

場「憲制性台獨」風暴正在醞釀。  
有專家認為，證諸台灣過往的政治發展，綠營的「台獨修憲案」未來將會一案又一案的提出，

2018 年、2020 年的台灣地方和「總統」換屆選舉，很可能會是一場「憲法複決綁大選」的選舉。 台灣
媒體近日披露，1999 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議題後，就開始私下運作「兩國論入憲」，導致台海險些
開戰，最後因各種因素終無下文。當年陳水扁提出「2006 年公投制憲」，同樣引發台海一次重大危機。  

兩岸不堪再折騰，「台獨修憲」不可一不可再。避免危機重現、歷史重演，必須遏止「台獨修憲」，
阻止其出籠。吳敦義說國民黨絕對反對到底，希望能言出必行；而綠營若要硬推，則須對後果負責。 

 
兩岸只有一中原則，沒什麼 APEC 架構 

蔡英文 10 月 12 日在宣布委派宋楚瑜代表出席 APEC 峰會時稱，台灣願意在 APEC 架構之下，與中
國大陸進行善意的互動與合作。蔡英文提 APEC 架構讓人聽出弦外之音，體會不到所謂善意。  

什麼叫「在 APEC 架構下」？挑明了就是要將兩岸變「兩國」。兩岸之間只有一中原則，沒有什麼
APEC 架構。若真心要與大陸進行善意的互動與合作，提什麼 APEC 架構，就只能說是白費心機。 有人

說，蔡英文迄今的最大錯誤，是無視大陸的一中原則，堅持要以「她自己設定的形式和方式」來和大陸
互動，這注定是要碰壁的，不會有什麼結果。以上看法很有見地，點出問題所在。  

台灣媒體稱，這一次宋楚瑜並不是很樂意再去 APEC，因為民進黨內部意見分歧，又兩岸關係低
迷，去了也無法發揮。另外有說蔡英文原屬意剛卸任的「行政院長」林全做代表，是林全去不了才回頭
再找宋。這些看來都非空穴來風。  

一年多來台灣國際空間急遽收縮，越來越不起眼，越南 APEC 峰會下月舉行，將讓台灣再一次見識
國際現實的冷酷。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8/4/2/3/104842386.html?coluid=137&kindid=18593&docid=104842386 (中評社) 
http://hk.crntt.com/doc/1048/4/1/2/104841271.html?coluid=137&kindid=18593&docid=104841271 (中評社) 
http://hk.crntt.com/doc/1048/3/9/8/104839828.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839828&mdate=1011003322 (中評社) 

 
8. 台灣九大統派團體齊聚宣示反獨促統 

為慶祝「光輝十月」，傳承十月中國歷史記憶，「中國統一聯盟」日前在台北市主辦「台灣各界慶祝
光輝十月」活動，不僅有來自全台各地的統盟成員參加，九大統派團體包括統盟主席戚嘉林、新黨主席
郁慕明、勞動黨主席吳榮元、中華統一促進黨主席張馥堂、新同盟會會長陳志奇、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
進會會長郭俊次、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長蔡裕榮、中華基金會會長董建華及夏潮聯合會代表
等，近三百人齊聚一堂，宣示反對「台獨」促進統一的決心。  
  統盟主席戚嘉林表示，這次政黨二次輪替，民進黨執政者是不惜一切代價，強力以「去中國化」的
方式深化「台獨」，社會急遽撕裂。但是，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心靈如此契
合。例如新同盟會以前是「護憲救國」但二十年後今天是現在「反獨促統」。新黨的口號以前是「中華

http://hk.crntt.com/doc/1048/4/2/3/104842386.html?coluid=137&kindid=18593&docid=104842386
http://hk.crntt.com/doc/1048/4/1/2/104841271.html?coluid=137&kindid=18593&docid=104841271
http://hk.crntt.com/doc/1048/3/9/8/104839828.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839828&mdate=101100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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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萬歲」現在是「統派加油」也就是民進黨執政深化「台
獨」，促使統派理念融合高度一致。  

吳榮元說，長遠來看，台灣必須面對民族再整合的客觀形勢
已逐步成形，但要讓台灣人民自覺，這是歷史性、正當性的運動
還有待努力，也是說，統一運動要有必要條件，在兩岸長期對抗
隔閡成見下，必要條件是能立於不敗之地、兩岸具有連結的關
係、兩岸有同屬一中的法理依據等。  
  郁慕明則指出，在當前情勢下，新黨昨日「反獨」，今天
「促統」。因為，「台獨」會使我們台灣邁向戰爭的深淵，我們不
可等閒視之。所以今天我們要高喊「統派加油」、打倒「台
獨」！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8/3/7/1/104837134.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837134&mdate=1008001605  (中評社) 
 
9. 兩岸合編高中語文教材在台發佈 

福建師大兩岸文化發展研究中心、福建師大文學院、台灣中華文化教育學會兩岸三家單位的協作成
果——兩岸合編高中語文教材，日前在台灣正式發佈，來自兩岸語文教學的專家學者共 50 餘人出席。
發佈會後，還在選用該教材的台北萬芳高級中學舉辦贈書儀式及教學觀摩會。  
  三家協作單位從 2014 年 6 月起，組織大學專家、教授、中學名師 14 人，由福建師大文學院教授
孫紹振和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孫劍秋任主編，啟動了合編教材項目。協作單位和團隊成員
秉持「九二共識」，精誠合作，歷時三年，查閱研究了大量資料，走訪了兩岸數十所大學、中學，完成
了《高中國文》（含課本、教師手册、教師用書）第一册和第二册、《中華文化基本教材》《高中古詩文
選讀》等總計 13 册五百萬字的編寫任務。  
  合編教材充分發揮了兩岸教材教學的優勢。大陸教材教學重視文本解讀。主編孫紹振是著名文藝理
論家，近十幾年，深入基礎教育課改，先後發表數百篇論文，解讀了五百多篇的中學課文，結集出版的
十幾部解讀專輯均為暢銷書，已成為語文界家喻戶曉的文本解讀大師。台灣教材以資料豐富見長，其教
師手册和教師用書把一篇課文所及的作者生平事跡、文學成就、作品特色、創作主張，該課文的創作背

景、評論鑒賞、文體修辭、文化知識，以及各種教學設計，悉數精選其中。接觸過這套教材的兩岸教
師，都對這一結合兩岸優勢，有益於更好了解中華文化精髓和漢語言無窮魅力，有助於提高教學質量和

學生人文素養、讀寫能力的編寫特色，十分稱讚。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8/3/3/3/10483339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4833392&mdate=1003105917 (中評社) 
 
10. 神秘交收「獨」品  「學動」再禍校園 

在香港特區政府嚴厲執法、香港社會廣泛譴責下，一度十
分囂張的「港獨」組織如「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民族黨」等
頭目紛紛「潛水」離港避風頭，或轉趨低調。但一些以往屬於
「二線」或是散兵游勇「獨派」組織及嘍囉則蠢蠢欲動，為
「港獨」行為作垂死掙扎，其中，以中學生「港獨」組織「學
生動源」最為高調，近期在網上狂言「港獨入校計劃」會捲土

重來，並聲稱與另一個「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陣綫」合作，
目前已與超過 20 間大學及中學的支持「港獨」學生取得聯
繫，協助發放「播獨文宣」云云。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追蹤發
現，「學動」頭目與專門製作設計「播獨」產品的一個「本土
工作室」負責人秘密接頭，交收大批「獨品」，企圖隨時向校園散發。 
資料來源： 
http://pdf.wenweipo.com/2017/10/23/a11-1023.pdf (中評社) 

▲ 「港獨」組織近期活動事件簿。 

▲ 紀欣、戚嘉林、郁慕明等合影。 

 

http://hk.crntt.com/doc/1048/3/7/1/104837134.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837134&mdate=1008001605
http://hk.crntt.com/doc/1048/3/3/3/104833392.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4833392&mdate=1003105917
http://pdf.wenweipo.com/2017/10/23/a11-1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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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主要領導撰文摘要 
盧文端理事長：習近平十九大報告港澳論述具里程碑意義 

十九大開幕舉世矚目，習近平的報告最受關注。這個報告，是中國強起來時代的綱領性
文獻，在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習近平
報告在八個段落中講到港澳事務，其內容之多、分量之重、重視程度之高，前所未見。報
告強調中央對港澳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對確保「一國兩制」實踐成功具有實質意義；報告
對港澳提出了六項工作要求，增加了「維護社會穩定，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的憲制責任」兩項內容，具有強烈針對性；報告重申「四不」，鄭重提示香港在實踐「一
國兩制」的過程中不能「跑偏」，不可「走樣」，不可「變形」；報告要求港澳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指出了兩地合作的方向。習近平報告關於港澳問題的論述，是繼續推進香港「一國
兩制」成功實踐的科學指南，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未來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習近平有
關論述，與他今年年中視察香港的重要講話一脈相承。我們應該結合習近平在香港的講話來

學習十九大報告，以更深入把握報告中關於港澳問題的論述。 
 

黃英豪會長：十九大報告開創兩岸和平統一新局面 
深入學習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的對台部分論述，有以下三點感受：（1）以習近平為

核心的黨中央，對台政策方針始終如一，堅定明確。習近平指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
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願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必須繼續堅持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我們
作為長期從事促進國家統一、促進兩岸及港台交流的實際工作者，通過深入學習習近平
報告，對中央的對台方針政策更加深了認識，更加增強了實現和平統一大業的信心。
（2） 習近平特別強調了反對「台獨」的堅定立場，指出我們有堅強的意志、足夠的決
心、有充足的能力粉碎任何分裂國家的圖謀，這是對「台獨」分裂勢力的當頭棒喝，更
是遏制「台獨」分裂勢力的強大力量。目前，台灣島內局勢複雜多變，「台獨」勢力較為猖獗。習近平在報告中
以強而有力的言辭，強調了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勢力，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立場。同時，隨著國
家各方面實力的增強，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的能力也大大增強，習近平對「台獨」勢力的嚴正警告，既是對國
家統一的有力維護，也為我們這些在一線從事兩岸交流的人士，大大增添了反「台獨」的力量和底氣。（3）習
近平繼續強調「兩岸一家親」理念，加強兩岸的交流合作，充分體現出國家對台灣同胞的厚愛，也是大陸方面
對維護兩岸和平發展大局的信心和耐心，我們將保持這種戰略定力，努力促進兩岸的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讓台灣同胞更多地了解大陸的方針政策，共同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為將來的國家統一奠定堅實基礎。 

 
林建岳監事長：民族復興開啟新時代 香港發展進入新里程 

在國家跨入「強起來時代」的關鍵歷史時期和重要時間節點，離不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
心，離不開開啟新時代的領袖人物，離不開引領復興強國新征程的指導思想。全面總結表述
並正式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思想地位，是十九大的最大亮點，是
十九大對中華民族復興最重要的歷史性貢獻。十九大報告將堅持「一國兩制」列入新時代堅
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確立了「一國兩制」新定位，開啟了香港發展新里
程。十九大報告要求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指出了香港與內地合作尤其是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的發展方向。大灣區建設不僅僅是要追求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還要追求粵港澳地區的
進一步整合，通過加快粵港澳的社會經濟整合，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如何通過
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和建設，解決港澳居民的國民待遇問題，值得高度重視。 

 
姚志勝執行會長：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並不矛盾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
治權，引起香港社會的熱烈討論。必須強調的是，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與特區的高度自治
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予的，派生於中央的主權和全面
管治權，兩者是「源與流」的授權關係。然而，香港有人將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與特區的
高度自治權對立起來，並以高度自治來否定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導致香港的「一國兩
制」實踐面臨「跑偏」、「走樣」、「變形」的問題。正因為如此，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
強調，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
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
形、不走樣，確保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有限公司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Promotion Of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China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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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會務 
 

本會舉辦文化交流暨攝影日 
10 月 13 日，本會再次舉辦文化交流暨攝影日，交流日上午參觀了香港海防博物館，觀賞百多年

前香港最具規模的防禦工事，並遊覽古蹟徑，感受香港昔日鯉魚門炮台對抗外來侵略的軍事力量。本
會亦於下午參觀了「香港賽馬會呈獻系列：永生傳說 — 透視古埃及文明」展覽，展覽展出了六具屬於
3,000 至 1,800 年前在埃及生活和死亡的木乃伊，參加者均稱大開眼界。 

中聯辦台務部副部長李堅怡、本會副會長蘇永安、香港南京同鄉聯誼總會會長並本會理事張心瑜
等出席了活動。 

 
交流日花絮： 

  
▲ 團友合影。 ▲ 香港海防博物館前合影。 

  

▲ 參觀「永生傳說—透視古埃及文明」展覽。 ▲ 聆聽導賞員(黃衣者)講解。 

   

▲ 大家紛紛拿起相機，拍得美照，參加攝影比賽。 ▲ 參加海防博物館的益智活動。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處摘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