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新
聞辦公室昨日發表《台灣問題與新時代
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進一步重申台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事實和現狀，展現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追求祖國統一的
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白皮書強調 「和
平統一、一國兩制」 是解決台灣問題的
最具包容性的方案。香港過去二十五年
成功落實 「一國兩制」 的事實說明，按
照 「一國兩制」 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必
將給台灣經濟社會發展創造巨大機遇，
給廣大台灣同胞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台灣同胞應看清歷史大勢，堅定推動祖
國的和平統一。
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
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是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是中
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中共十
八大以來，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
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
程，更有條件、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完
成祖國統一大業。
但一段時期以來，台灣民進黨當局
加緊進行 「台獨」 分裂活動，美國等外

部勢力出於霸權心態和冷戰思維，變本
加厲推動 「以台制華」 ，危害台海和平
穩定。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竄訪台
灣，為 「台獨」 分裂勢力撐腰打氣，給
中國實現和平統一製造障礙。解放軍近
日開展針對性 「鎖島」 軍事演訓，展現
了實現國家統一的堅定意志、強大能
力，極大震懾了 「台獨」 分裂勢力，極
大提振了包括台灣同胞在內十四億多中
國人矢志追求國家統一的精氣神。
祖國統一是歷史的必然，任何勢力
都無法阻擋。大陸不承諾放棄使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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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 「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 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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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以來，台灣一些
政治勢力曲解誤導，民進黨及其當局不
遺餘力地造謠抹黑，造成部分台灣同胞
的偏頗認知。事實是，香港、澳門回歸

祖國後，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走上
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
廣道路， 「一國兩制」 實踐取得舉世公
認的成功。
香港連續二十多年被評為全球最自
由經濟體，在國際競爭力排行榜上一直
位居前列，法治排名高於美國等西方國
家。香港也曾遭遇不少挑戰，但在中央
大力支持下，都能一一安然度過。香港
無論發生什麼困難， 「香港有求、中央
必應」 ，最能體現中央對香港無微不至
的關懷和支持。2019年修例風波爆發
後，中央審時度勢，採取了一系列標本
兼治的舉措，堅持完善 「一國兩制」 制
度體系，推動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
轉折，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
事實證明， 「一國兩制」 是行得
通、辦得到、得人心的，是解決台灣問
題最具包容性的方案。這是一個和平的
方案、民主的方案、善意的方案、共贏
的方案。兩岸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
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我們相信，隨
着時間的推移， 「一國兩制」 將被廣大
台灣同胞重新認識，祖國完全統一的歷
史任務一定能夠實現！

清晰界定黃碼適用範圍



一國兩制是實現國家統一最佳方式

特區政府實施 「紅黃碼」 制
度，並調整入境旅客的檢疫期為
「3＋4」 ，即3日酒店檢疫加4日居
家醫學監察，已經完成3日酒店檢
疫的旅客可以提前離開。但政策
落實之初，出現一些亂象。
例如，有旅客投訴，在酒店
檢疫3天後欲離開，但酒店拒絕放
人；有旅客要求在非檢疫酒店住4
天完成醫學監察，但酒店拒絕接
納；有酒店表示退款安排需時完
成，等等。衞生署官員對此解
釋，前天和昨日分別有4000和9000
人完成3天酒店檢疫，因人數眾
多，不可能一日內全部離開酒
店。
政府縮短酒店檢疫期，本周
五正式落實，目前是過渡期，出
現一些混亂，可能是因為酒店和
旅客對新政策有不同的理解，同
時也反映政府在推出政策前可以
再多些周全安排，因應不同情況
給予明確指引。事實上，即使縮
短了隔離期，有些旅客可能需要
繼續住酒店。以新入境的外傭為

例，僱主為安全計，可能希望外
傭在非檢疫酒店完成4天的醫學監
測，但非檢疫酒店出於商業考
慮，擔心 「黃碼」 人士嚇窒其他
旅客，影響酒店形象，不願接
納，容易造成衝突。
政策在落實初期出現這些事
情，不奇怪，政府要及時介入處
理，給予有效指導。 「黃碼」 人
士不得進入部分處所，但酒店不
在其中，酒店不能以商業理由拒
絕接客，特區政府需要表明態
度。還有，提前離開酒店的前提
是完成3日檢疫及核酸檢測呈陰
性，但不排除有感染者 「博懵」
離開酒店，威脅社區安全，落實
新政策過程中出現的漏洞需要堵
上。
學校落實 「黃碼」 制度也遇
到難題，除非學生主動申報，否
則校方不知學生是否 「黃碼」 。
有關部門需要及時釋疑解難，不
要讓校方無所適從。總而言之，
好的政策要落實好，
龍眠山
就能取得最佳效果。



白皮書展示中央對統一堅定立場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發
表的《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 事 業 》 白 皮 書 強 調 ，
和 平 統 一 、 一 國 兩 制 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中央政府發布白皮
書，向全世界正義凜然地重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事
實和現狀，展示中央對實現祖國統一的堅定立場和政
策，理直氣壯。他重申，特區政府堅決維護中國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一個中國的原則，對任何外部勢力
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堅決反對，並全力支持和配合中央採
取的必要措施。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

﹁

﹂

李家超強調，長期以來，台灣一
些政治勢力對 「一國兩制」 存心曲解
誤導和惡意抹黑，刻意鼓吹「台獨」。
事實證明， 「一國兩制」 是成功的國
策，「一國兩制」 在香港成功實踐，
有目共睹，是香港社會的最佳制度保
障，是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
基石，更是給予特區 「背靠祖國、聯
通世界」 這獨特優勢的成功國家政
策。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
針，為香港創造無限廣闊的發展空
間。
李家超說： 「香港能度過三年前
外部勢力插手推波助瀾的 『黑暴』 和
『港獨』 所帶來的破壞和威脅，全賴
『一國兩制』 的制度保障和中央採取
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讓香港由亂
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證明
『一國兩制』 對保障香港基本利益的
重要性，更證明 『一國』 原則愈堅
固， 『兩制』 優勢愈彰顯。」

陳國基：
「一國兩制」是保繁榮最佳制度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事實證
明， 「一國兩制」 在香港過去25年
來的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是香
港回歸祖國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
佳制度體系，體現國家重視開放和包
容的理念，並符合國家、民族以至本
港的根本利益。香港特區政府定當繼
續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
全力支持和配合國家推進祖國和平統
一進程，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主權、

▲特區政府表示，堅決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一個中
國的原則，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堅決反對，並全力支
持和配合中央採取的必要措施。

安全、發展利益；全力支持和配合國
家捍衛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措施，
並堅決按照香港特區基本法、一個中
國原則及中央政府處理香港涉台問題
的基本原則和政策處理涉台事務。

陳茂波：
「一國兩制」是實現統一最佳方式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指出，「一國
兩制」 締造了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
勢，它在香港成功實踐，讓香港發展
成為舉世公認的國際金融、航運、貿
易中心，擁有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
自由開放並與國際規則銜接的營商環
境。他認為，要安寧、要發展、要過
好日子，是台灣同胞的普遍心聲，創
造美好的生活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追
求。 「一國兩制」 是為實現祖國和平
統一作出的最佳制度安排，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創舉。在新時
代新征程，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
帶領下，中華兒女一定能夠匯聚磅礴
的力量促進祖國統一，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

林定國：
「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支持按白皮書
所述的原則，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他
說，白皮書不單以歷史角度，更從國
際法和憲法角度，清楚解釋台灣是中
國的一部分的歷史和法理事實。白皮
書亦以 「一國兩制」 在香港成功實踐
為例，確認 「一國兩制」 是實現國家
和平統一的基本方針。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強
調，特區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
試圖干預我國內部事務，並全力支持
和配合中央採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堅
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致力完
成國家統一大業、民族偉大復興的全
體國民宏願。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出，維護國
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
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
局方會帶領各紀律部隊全面履行維護
國安的憲制責任，竭力依法打擊挑戰
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行為，
讓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表
示，會繼續致力貫徹 「一國兩制」 方
針，並全力支持和配合中央採取的一
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他相信，只要所有中華兒女
同心同德，祖國統一和民族復興的歷
史任務一定能夠實現。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只有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堅持 「和平統一、一
國兩制」 基本方針，走和平發展道
路，才能增進兩岸同胞利益福祉，成
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同創幸福美好
的未來。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表示，
白皮書透過歷史和法理角度，鏗鏘有
力地向國際社會指出台灣屬於中國的
事實，並闡明國家在新時代推進實現
祖國統一的立場和政策，外部政治勢
力不容置喙。他和所有中國人都會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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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 一國兩制 是和平民主共贏方案

李家超：特區政府全力支持和配合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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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本港多個政黨以及政界人
士均表示，堅決支持《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
書。
民建聯指出，白皮書向世人清楚說明，挾洋謀獨沒有出
路，以台制華注定失敗，有力展示了祖國統一大業不可阻擋的
歷史趨勢，同時勾勒了按照「一國兩制」實現和平統一後的光明
前景。民建聯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充分證明
「一國兩制」 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符合全體中國人民的
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是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最佳制
度安排。
工聯會認為，白皮書是對近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竄訪中國台灣地區反制的有力舉措之一，白皮書嚴正重申台灣
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實和現狀，展現中國人
民追求祖國統一的堅定意志和堅強信心。三年前，香港雖經歷
了 「黑暴」 ，美國作為幕後推手支持 「港獨」 勢力作亂，全賴
「一國兩制」 的制度保障止暴制亂，讓香港重回正軌。儘管
「台獨」 作亂，相信中央自有部署， 「台獨」 和外國反華勢力
圖謀永遠不會得逞。
新民黨表示，認同及支持白皮書所指， 「和平統一、一國
兩制」 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
方式。新民黨相信，要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包容兩岸不相同
的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 「一國兩制」 是個和平、民主、善
意、共贏的方案。新民黨將全力配合國家推進完全統一這民族
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對挑戰「一中」底線有力回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表示，白皮書清楚列出了台灣自
古屬於中國的歷史經緯和法理事實，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容置疑。中華民族必須實現偉大復興，統一事業必須堅定不
移達成，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美國搞 「以台制華」 ，
不斷搞小動作支持 「台獨」 勢力，試圖阻撓我國統一。美國的
圖謀永遠不會得逞！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姚志勝
表示，白皮書是對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挑戰
「一中」 底線的有力回擊和反制。外部勢力阻礙中國完全統一
必遭失敗，這是對當前台海局勢和歷史定勢的精確判斷。美台
近年來每一次挑釁，中國反制的結果無一例外都是進一步加強
對台海的實際掌控。國家強大、民族復興、兩岸統一的歷史大
勢，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葉建
明表示，白皮書進一步重申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事實和現
狀，闡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新時代推進實現祖國統一的
立場和政策。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的方案符合兩岸人民共
同利益，是解決台灣問題最具包容性的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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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回歸祖國 未來更美好
亞洲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向富強表示，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
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也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目標。近期，解放軍在台海周邊海
域進行的軍事行動，已有力展現了人民軍隊維護祖國統一的堅強意志和
強悍能力。某些國家和勢力背信棄義，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應有之
義，干涉中國內政，企圖干擾和阻止中華民族的復興統一，必將遭遇失
敗。我們始終相信，回歸祖國的台灣，未來一定會發展和建設得更加美
好，全球中華兒女應攜手共創祖國統一、民族復興的光榮偉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