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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全面提升平安中國建設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對平
安中國建設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近年來，各地
區各有關部門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扎實開展
平安中國建設，為推動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
定、保障人民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國台辦

增強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習近平強調，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意義

重大。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認真貫徹黨的十九
屆五中全會精神，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堅持
共建共治共享方向，聚焦影響國家安全、社會
安定、人民安寧的突出問題，深入推進市域社
會治理現代化，深化平安創建活動，加強基層
組織、基礎工作、基本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平
安中國建設科學化、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
水平，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加強對平安建設的組

織領導，研究解決體制性、機制性、政策性問
題，切實肩負起促一方發展、保一方平安的政
治責任。
平安中國建設工作會議 10 日在北京召開。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在
會上傳達習近平重要指示並講話。他強調，要
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
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做到「兩個維護」，緊緊圍繞堅持和完

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
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落實總體國家安全
觀，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導向，以防範化解影響
安全穩定的突出風險為重點，以市域社會治理
現代化、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平安創建活動為
抓手，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趙克志，最高人民法
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出席
會議。

：台胞要把握「十四五」大機遇
共推兩岸關係和平融合發展 共謀祖國統一共促民族復興
■國務院台
辦發言人朱
鳳蓮在回應
記者提問。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日前發



 

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

議》，就「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作出規劃部署。國台辦發言人朱
鳳蓮表示，望廣大台灣同胞全面了解《建議》擘畫的國家未來發展宏偉藍圖，以
及其中釋放的巨大發展空間，把握機遇，積極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
展，投身共謀祖國統一、共促民族復興的正義事業。

鳳蓮表示，《建議》把「推進兩岸關係和平
朱發展和祖國統一」列為「十四五」規劃和二

三五年遠景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確了在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推進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和祖國統一的目標任務，體現了對台工作在
民族復興進程中的戰略定位。

繼續落實落細惠台政策
她指出，「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
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
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大陸經濟的高
質量發展和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
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將為廣大台胞台企
在大陸發展提供更多機遇。」
朱鳳蓮表示，我們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思想，持續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深化兩岸
融合發展，增進兩岸同胞親情福祉。我們將秉持
「兩岸一家親」理念，繼續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

陸發展機遇，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為台胞台企提
供同等待遇。此外，還將繼續落實落細各項惠台利
民政策舉措，不斷完善相關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
將積極推動兩岸交流合作提質增效，助力台胞特別
是台灣青年在大陸追夢、築夢、圓夢。

陸電商為台企創大商機
談及大陸最火爆的網絡購物節「雙十一」，朱
鳳蓮表示，去年，台灣地區是「雙十一」期間購買
金額增幅最大的一個地區，相信今年台灣民眾也仍
然會非常踴躍參與。
她續指，蓬勃發展的大陸電商市場不僅為台胞
提供了便利服務，也為台胞台企深耕大陸市場、拓
展內銷提供了有力依託，創造了巨大商機。「為進
一步幫助台資企業拓展大陸內銷市場，今年大陸各
部門、各地方政府採取了很多切實措施，包括指導
舉辦多場『台資企業拓內銷』線上推介對接活動，
協助台商台青利用『直播帶貨』拓展市場，協助台
商台企參加進博會等。」

兩岸熱點問題 Q&A

她稱，廣大台商台企搭乘大陸互聯網經濟快
車，跟上大陸電商業發展節奏，獲得了實實在在的
好處。在剛剛結束的浙台合作周期間，兩岸企業
1 關於兩岸對話
在數字經濟、金融等產業實現更多對接。新簽約
Q：民進黨當局堅持不承認「九二共識」，又想推動兩岸
台資項目 38 個，總投資額 48.3 億美元。在剛剛
對話，有沒有機會？
結束的第三屆進博會上，首筆 5 億美元採購意
A：沒有「九二共識」的「地基」，何來兩岸對話的「大
向訂單也是由台灣企業簽下的。
朱鳳蓮表示，「十四五」期間，大陸將
廈」？企圖繞開「九二共識」，任何交往對話都是無從談起
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加快構建以國內大
的。奉勸民進黨當局不要再玩文字遊戲，欺騙島內民眾。
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
2 關於經濟
「脫鈎」
的新發展格局，形成更高水平的開放型
經濟新體制。「這其中就蘊含着兩岸
Q：民進黨當局通過各種方式企圖使兩岸經濟「脫鈎」，
交流合作、兩岸融合發展的巨大機
但島內統計數據顯示，兩岸貿易呈逆勢增長的趨勢。對此
遇，必將為廣大台灣同胞提供廣闊
您有何評論？
發展空間。」她說，「我們真誠歡
A：兩岸經貿合作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具有強大的抗干擾能
迎廣大台灣同胞積極融入到中華
力，不是某些人某些勢力想「脫鈎」、想阻撓就能破壞得
民族大發展大作為新的時代中
了的。民進黨當局為了一黨之私，罔顧廣大台灣同胞的利
來，共謀美好生活，共創中華
益福祉，逆潮流而動、悖民意而行，不會得逞。
民族偉大復興美好未來。」

3 關於台海局勢
Q：解放軍軍機頻頻出現是否有意保持或加劇台海緊張局
勢？
A：解放軍的有關行動是針對當前台海安全形勢和維護國家
主權需要採取的必要行動，是對民進黨當局「台獨」挑釁行
徑的嚴正回應。強調一點，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大搞「台
香港文匯報
獨」，還指望外部勢力保護，只會鑄成歷史性大錯和災難性
訊（記者 賀鵬
後果。對兩岸民眾在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的決心
飛 南京報道）
和意志，對我們所做的準備和能力，民進黨當局和「台獨」
2020 兩 岸 企 業 家
分裂勢力千萬不可低估，不可挑釁，不可冒險。
峰會（紫金山）創

新發展研討會 11 日
在江蘇南京開幕，兩
Q：民進黨蔡易余和余天日前提出了所謂的「憲法部分條
岸企業家圍繞「新基
文修正案」，其中要求刪除涉及蒙古和西藏的條文。
建、新願景、新商機」
主題，探討大陸「十四
A：一小撮「台獨」分子不斷變換手法操弄謀「獨」伎
五」規劃和「雙循環」新
倆，妄圖分裂國家，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廣大台灣同
發展理念下的新機遇。兩岸
胞應當保持高度警惕並且堅決反對。
企業家峰會大陸方面理事長
郭金龍在開幕式致辭時表示，
5 關於人口普查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重點研究
Q：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正在進行，是否包括台胞？會否
「十四五」規劃問題並提出建
議，為台企台胞在大陸發展壯
洩露台胞個人隱私？
大、深度扎根提供了更大的機遇和
A：這次人口普查的對象包括在大陸居住的台灣居民。所有
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在科技研發特
人口普查對象提供的信息，都將依法予以保密。普查長表只
別是 5G 等新基建領域，兩岸企業已
針對大陸居民進行抽取填報，台灣居民不需要填寫普查長
在標準制定、技術試驗等方面有了很
表。
好的合作基礎。希望廣大台企台胞認清
大勢，緊抓機遇，與大陸企業共同匯聚
6 關於新冠疫苗
全球要素資源，開拓內需市場，實現更大
Q：在大陸的台灣同胞如果想要打新冠疫苗，有什麼通道
更好發展。

4 關於
「修憲」
提案

回應台當局在美大選選邊站：
民進黨搬石頭砸自己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美國
大選日前落下帷幕，有島內輿論認為，大選後
是兩岸尋求和解、重回正軌的契機。對此，國
台辦新聞發言人朱鳳蓮 11 日回應指出，民進黨
當局只有回到「九二共識」政治基礎的正軌，
停止謀「獨」挑釁，兩岸關係才可能改善發
展。她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
何外來干涉。「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
這是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定論。」

促回到
「九二共識」
正軌
朱鳳蓮表示，大陸多次指出，民進黨當局拒
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干擾
和阻撓兩岸交流合作，推動一系列的謀「獨」行
徑，勾連外部勢力進行挑釁，是造成當前兩岸關
係緊張的總根源。她續指，民進黨當局只有回到
「九二共識」政治基礎的正軌，停止謀「獨」挑
釁，兩岸關係才可能改善發展。
她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
外來干涉。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這是
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定論。大陸發展進步是決
定兩岸關係發展，引領民族復興的關鍵因素。
「當前，大陸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了決
定性成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邁出了新的一大

步，為推進祖國統一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礎，提
供了更有力的支撐。」她說，「我們希望廣大台
灣同胞認清歷史大勢，和我們一起朝着實現民族
復興、祖國統一的光明前景而共同努力。」

台灣問題不容外來干涉

或者途徑？

郭金龍：推動兩岸合作走深走實

針對「如何評估拜登上台之後的兩岸關
A：台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天親，沒有人比我們更關心台
係」，朱鳳蓮再次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的
本次研討會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兩岸企業
灣同胞的健康福祉。你所提到的問題，我們會持續跟進，
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我們希望美
家峰會主辦的首場研討會。會議採取「線上+線
作出妥善安排。
國政府充分地認識台灣問題的高度敏感
下」方式，在南京和台北分別設立主會場，約
性，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
7 關於和平統一
300名兩岸嘉賓參加。
公報，慎重妥善處理台灣問題。」
郭金龍在致辭指出，大陸對台胞台企發展的關心
Q：基於民進黨當局最近謀「獨」行徑變本加厲，勾連外部
她表明，大陸的對台方針政策是一
和支持，行動沒有停止、力度沒有減弱。他強調，
勢力，我們聽到一些聲音建議「以戰促和、以武促統」。
貫的、明確的，我們將堅持一個中國
世界格局在變，發展格局在變，但兩岸你中有我、我
A：我們對台大政方針是一貫的、明確的。兩岸關係和平發
原則和「九二共識」，推進兩岸關
中有你的經濟發展態勢沒有改變。大陸將繼續加強兩
展是兩岸主流民意，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
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堅決遏制
岸交流合作，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提供
求。我們願意盡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
「台獨」分裂活動。
同等待遇。希望廣大台企台胞與大陸方面共同努力，推動
景，以和平方式實現統一，對兩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同
此外，她還指出，民進黨當
兩岸交流合作走深走實。
局和島內某些勢力為了推動謀
時，我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堅定不移，絕不為
蕭萬長：達成兩岸產業互利共榮
「獨」不擇手段，甚至在美
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中國的地圖
國大選中選邊站隊，是其謀
兩岸企業家峰會台灣方面理事長蕭萬長也通過視頻連線致
上，一點都不能少；中國的領土，一寸都不會丟。
取政治私利的一貫伎倆，
辭呼籲，兩岸產業界應在更大的格局、更高的層次和更寬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
領域上，積極探索新的融合模式，努力發掘新的合作商機，
腳。
達成兩岸產業優勢互補、互利共榮的目標。

兩岸企業家峰會開幕 瞄準陸新基建新商機

◀ 蓬勃發展的
大陸電商市場為
台胞創造了巨大
商機。圖為主播
在廣州「首屆直
播節」活動的白
雲區台商分會場
直播帶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