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自貿區建設的核心任務是制度創新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處理
好政府和市場關係

在基礎科技領域作出創新，在關鍵核心技術領
域取得突破

加快集聚站在行業科技前沿、具有國際視野的
領軍人才

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堅持 「九二共識」 政治基礎，繼續推進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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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上海團談話要點

2

3

4

5
6

▲5日，習近平參加上海代表團的審議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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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習近平指出
，上海及周邊地區有不少台資企業，同台灣
方面的人員往來和交流合作比較多。兩岸同
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
家人。兩岸同胞對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充
滿期待，我們不應讓他們失望。

習近平強調， 「九二共識」明確界定了
兩岸關係的性質，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行穩致遠的關鍵。承認 「九二共識」的歷史
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兩岸雙方就有了共
同政治基礎，就可以保持良性互動。我們將
持續推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深化兩岸經
濟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拉
近同胞心靈距離，增強對命運共同體的認知
。我們將堅決遏制任何形式的 「台獨」分裂
行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讓國
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這是全體中華兒女
的共同心願和堅定意志，也是我們對歷史對
人民的莊嚴承諾和責任。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成果需要兩岸同胞共同維護，開創共同美好
未來需要兩岸同胞共同努力，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需要兩岸同胞攜起手來同心幹。

張志軍：對台大政方針不變
5日上午，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 「部長通道」向現場媒體表示，現
在兩岸關係處在重要時間節點，面臨道路和
方向選擇。希望兩岸在 「九二共識」開闢的
和平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堅決反對 「台獨」
分裂。

張志軍說， 「我們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
土安全的重大問題上，立場是非常鮮明和堅

定的，任何人都不要懷疑。去年習近平總書
記就兩岸關係發表重要講話，提出四個堅定
不移，這是對台工作的總基調。同時，66年
來兩岸領導人首次歷史性會面，把兩岸關係
提高到新的高度。」

張志軍還表示，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台內
容雖然不是很長，但非常重要， 「我們對台
工作的大政方針沒有改變，還是繼續堅持 『
九二共識』政治基礎來維護台海的和平穩定
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他還說，政府
工作報告也強調要進一步推進兩岸各個領域
，特別是在經濟如何發展、文教科技等各個
領域的交流方面，也表明了我們的積極態度
。還特別強調了要加強基層和青年的交流，
最後是呼籲兩岸同胞攜手同心，來為民族的
復興共同打拚。

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骨肉兄弟

習近平：絕不讓分裂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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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5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
近平在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就當前兩岸關係發
展發表了看法。習近平強調，我們對台大政方針是明確的、一貫的，不會
因台灣政局變化而改變。我們將堅持 「九二共識」 政治基礎，繼續推進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

互利共贏深化兩岸合作
【大公報訊】記者賀鵬飛北京報道：大

陸 「十三五」時期，台灣地區正處於民進黨
重新執政階段，如何定位這一時期的兩岸關
係備受關注。對此， 「十三五」規劃綱要明
確提出，將在堅持原則立場基礎上，以互利
共贏方式深化兩岸經濟合作，擴大兩岸合作
領域，增進兩岸同胞福祉，鞏固和推進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

定位中國未來五年發展戰略的 「十三五
」規劃綱要5日公布。規劃綱要將 「推進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進程」專門列為
一章，強調堅持 「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
則，堅決反對 「台獨」。

對於近幾年台灣業界擔心的兩岸產業同
構和競爭問題，規劃綱要指出， 「十三五」
時期將促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加強兩岸宏
觀政策交流，拓展經濟合作空間和共同利益
，推動兩岸產業優勢互補、融合發展，鼓勵
兩岸企業相互持股、合作創新、共創品牌、
共拓市場。同時，深化兩岸金融合作，並擴
大對台灣服務業開放。

在兩岸經濟合作的具體布局上，大陸將

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
建設，打造台商投資區、平潭綜合實驗區等
對台合作平台，深化廈門對台合作支點建設
。鼓勵長三角、珠三角等台資企業集聚區發
揮優勢，支持台資企業轉型升級，引導向中
西部地區梯度轉移。

「十三五」時期還將加強兩岸人文社會

交流，擴大兩岸人員往來，完善台灣同胞待
遇政策措施，並加強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增
進兩岸同胞文化、民族認同。

大陸還將深化兩岸教育交流合作，擴大
兩岸高校學歷互認範圍，推進閩台職業教育
交流合作試驗區建設。鼓勵兩岸聯合開展科
技研發合作，深化兩岸學術交流。

隔海觀瀾
朱穗怡

大陸大政方針不因台局勢而變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北京報
道：全國人大代表、維吾爾族姑娘熱
汗古麗．依米爾說，無論在哪個國家
、哪個民族，分裂活動和針對平民的
暴力恐怖襲擊都會受到強烈譴責。她
反對包括 「台獨」等一切分裂國家活
動，並建議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可加強
交流，相互拜訪，特別是增加青年學
生之間的文娛活動。

來自貴州的全國人大代表蔡群（
苗族）表示，各民族要和睦相處、和
衷共濟，反對 「台獨」分裂活動， 「
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共同發展」。她
還表示，香港有自己的獨特優勢，但
要深化跟內地合作，才能提升自身競

爭力。蔡群建議通過舉辦各類交流活
動，進一步促進不同地方的交往交融
。譬如，貴州不少的少數民族現在每
年都去香港、台灣交流，包括民族工
藝、特色文化等。

而來自雲南的全國人大代表楊勁
松（納西族）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
大家庭，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諧
發展，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
責任。大陸與台灣、香港是一家親的
利益共同體，任何分裂活動對於發展
是 「百害無一利」。

近年雲南的少數民族團體特別是
青年學生都增加了與港澳台年輕人的
交流。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昨天下午在參加他所在
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
審議時就當前兩岸關係發展發表了重要
看法。他強調，我們對台大政方針是明
確的、一貫的，不會因台灣政局變化而
改變；我們將堅持 「九二共識」政治基
礎，繼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兩
岸關係面臨道路選擇的重要節點上，習
近平發表對台重要講話，為今後兩岸關
係發展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意義。習
近平向兩岸各界乃至國際社會釋放強烈
、明確的政治信號：大陸對台政策一以
貫之地清晰明確，即不論台灣局勢如何
變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和
遏制任何形式的 「台獨」分裂活動，努
力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以及台海和平
穩定，都是毫不動搖的。

習近平昨天的講話具有鮮明的 「習
氏風格」：語言平實、真誠易懂，動之
以情、曉之以理，既溫情細膩又剛柔相
濟。他談到兩岸關係發展時，首先強調
「兩岸同胞是命運與共的骨肉兄弟，是

血濃於水的一家人」。這句 「家常話」
大大拉近了兩岸同胞的心靈距離。習近
平近年積極倡導 「兩岸一家親」的理念
，始終將台灣同胞作為一家人看待，獲
得島內輿論高度讚賞和熱烈回響。他昨
天再次強調增進同胞親情和福祉，表明
大陸對台政策的關注點更加向台灣基層
民眾傾斜。

對於島內政黨輪替後各界高度關注
兩岸關係發展，習近平昨天重申， 「九
二共識」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性質，
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行穩致遠的關
鍵。

這有助於澄清 「大陸對台政策有變
」的種種謠言。習近平的講話清楚表明
，不管島內哪個政黨上台，大陸方面都
以 「堅持 『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
」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石。

「九二共識」之所以在兩岸關係中
具有基礎性地位，在於其回答了兩岸關
係性質這一根本性問題，即大陸與台灣
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
係，也不是 「一中一台」；雖然兩岸迄
今尚未統一，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從未分裂。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原則
、框架及有關政策，核心是維護國家領
土和主權完整，為制止 「台獨」分裂圖
謀、抵禦外國勢力干涉、確保兩岸關係
發展的政治基礎和正確方向，也為避免
台灣和大陸在尚未統一之前分裂為兩個
國家，發揮了關鍵作用。這是中國國家
核心利益之所在，因此其維護國家統一
的決心和意志堅定，是誰也動搖不了的
。正如習近平所說，絕不讓國家分裂的
歷史悲劇重演。

習近平還指出，承認 「九二共識」
的歷史事實，認同其核心意涵，兩岸雙
方就有了共同政治基礎，就可以保持良
性互動。這應是針對民進黨主席、台灣
地區領導人當選者蔡英文而言。蔡英文
在當選後，對於1992年的兩岸會談雖然
表示 「理解和尊重」，但仍沒有對 「九
二共識」本身及其一個中國內涵做出明
確表態。習近平的講話表明：如果蔡英
文不認同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
雙方就沒有了共同政治基礎，難以保持
良性互動；如果出現 「台獨」或有損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為，大陸肯定不
會答應。

各民族應加強交流和衷共濟

（記者 孫琳、倪巍晨、唐剛強、張寶峰）

代表委員談反獨
金 華

（朝鮮族）
我本人堅決反對
「台獨」 ，中華
民族大家庭，我
們應該團結和諧
、共進發展

馬文雲
（東鄉族）

反對 「台獨」 ，
希望中國的統一
和穩定，團結穩
定是福，分裂動
亂是禍

◀5日，少
數民族人
大代表們
走向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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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平潭綜合實驗區打造對台合作平台
。圖為實驗區工作人員（左）在回答問題

新華社

李紅民
（彝 族）

搞 「台獨」 會導
致兩敗俱傷，兩
岸一家親，應該
走互惠互利的發
展道路

賀穎春
（裕固族）

加強對香港青年
的國情教育，增
進港青們對祖國
的認同感與歸屬
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