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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2016 年第 9 期） 

一、 近期要事摘編 

1. 習近平矢言反分裂  強調實現完全統一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11 月 11 日，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

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並發表

重要講話。在談到兩岸關係時，習近平引述孫中山先生的話，「『統一』

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

受害。」他在會上連續用 6 個「任何」強調稱，「我們絕不允許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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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指，兩岸同胞前途命運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密不可分。兩

岸同胞以及海內外中華兒女要攜起手來，共同反對「台獨」分裂勢力，

共同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努力，共同創造所有中

國人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習近平在會上回顧了孫中山先生以革命為

己任的一生，並號召大家學習孫中山先生熱愛祖國、獻身祖國的崇高風

範，天下為公、心繫民眾的博大情懷，與時俱進的優秀品質以及堅韌不

拔的奮鬥精神。「對孫中山先生最好的紀念，就是學習和繼承他的寶貴精神，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

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因素，為他夢寐以求的振興中華而繼續奮鬥，」他說，「今天，我們可以告慰

孫中山先生的是，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

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11/12/a02-1112.pdf(文匯報) 

講話全文：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11/c_1119897047.htm(新華網) 

 

2. 習近平會見梁振英：「一國兩制」下無「港獨」空間 

國家主席習近平 11 月 20 日下午在秘魯首都利馬會見了前來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四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 

梁振英指出:「主席對香港的情況是十分清楚，十分

了解，我們就一系列的問題進行討論。就宣誓的問題，

主席講得很清楚，在『一國兩制』底下，沒有『港獨』

空間，香港要依法辦事，我們要執行香港法律，包括基

本法。」 

習近平在聽取了梁振英對香港近期形勢和特別行政

區政府工作情況的彙報後指出，中央政府充分肯定行政

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包括最近處理立法會宣

誓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希望梁振英帶領特區政府管治團

隊繼續綜合施策，廣泛凝聚社會共識，著力推動經濟發

展和民生改善，堅決維護國家統一，保持社會政治穩

定。 

資料來源：http://news.china.com/focus/xjpapec/11184661/20161121/23907366.html (人民日

報) 

▲ 習近平在紀念孫中山先
生誕辰 150 周年大會上發表
重要講話。 
 

▲ 習近平與梁振英會面。 

http://pdf.wenweipo.com/2016/11/12/a02-1112.pdf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11/c_1119897047.htm
http://news.china.com/focus/xjpapec/11184661/20161121/239073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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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俞正聲：支持台商分享大陸機遇 

由兩岸企業家峰會主辦的 2016 年年會 11 月 7 日在廈門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

主席俞正聲出席大會並致辭。他表示，我們願意首先同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廣大台灣同胞和各界

人士分享大陸的發展機遇。俞正聲強調，大陸會繼續堅持兩岸和平發展、經濟合作與人民往來，但唯

一不允許的是搞「台獨」或是變相「台獨」。 

俞正聲指出，「習洪會」針對兩岸關係的新形

勢，闡述了我們的政策主張。當前兩岸經濟交流合

作雖然面臨一些困難，但已站在更高起點上。我相

信，只要兩岸企業家攜起手來，銳意進取，奮發拼

搏，就一定能夠克服一切困難和挑戰，推動兩岸經

濟交流合作取得新的進展。俞正聲就此提出四點意

見。 

一是攜手合作，應對世界經濟發展變局。二

是創新模式，促進兩岸產業融合發展。三是創造條

件，增進兩岸基層民眾和青年福祉。四是善盡責

任，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資料來源： http://pdf.wenweipo.com/2016/11/08/a20-1108.pdf  (文匯報)  

 

 

4. 張志軍在第三屆中山論壇致辭：絕不容忍國家分裂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在 11 月 17 日

第三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開幕致辭上強調，肆意打壓兩岸同

胞交流、煽動兩岸敵意和對抗的行徑，必將遭到兩岸同胞的

共同反對。他表示，絕不容忍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 

張志軍指出，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崇敬與懷念，對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共同追求，是激勵兩岸同胞共同奮鬥的強大

精神力量。然而，在兩岸同胞共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之際，卻有一些台灣政治勢力與中山精神和中山思想背

道而馳，蓄意歪曲污衊莊嚴的紀念活動，甚至揚言要「懲

處」參加大陸紀念活動的台灣同胞。這種肆意打壓兩岸同胞

交流、煽動兩岸敵意和對抗的行徑，必將遭到兩岸同胞的共

同反對。 

張志軍強調，我們的對台大政方針是明確的、一貫的。我們將繼續堅持體現一中原則的「九二共

識」，維護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

徑；繼續推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 為兩岸同胞謀福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

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6/11/18/a19-1118.pdf (文匯報) 

▲ 俞正聲(右)會見台灣方面理事長蕭萬長。 

▲ 張志軍出席海峽兩岸中山論壇。 

http://pdf.wenweipo.com/2016/11/08/a20-1108.pdf
http://pdf.wenweipo.com/2016/11/18/a19-11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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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近期重要會務 

1. 本會主辦「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大會」 

今年是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為緬懷中山先生為民族獨立、社會進步及人民幸福所建立的

不朽功勳，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本會、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以及香港各界 51 家團體共同協辦的

「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大會」，11 月 16 日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隆重舉行。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行政長官梁振英、新黨主席郁慕明、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中華全國歸

國華僑聯合會主席林軍、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德銘、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兼致公黨中央常務副主席

蔣作君、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宋哲、解放軍駐港部隊政委岳世鑫，以及孫中山先生曾侄孫孫

必達、該籌委會執行主席余國春、盧文端、陳守仁，籌委會執行副主席黃英豪、林建岳、姚志勝、陳

亨利等出席主禮。超過 1,200 名政商賢達、國內外同胞參與了是次紀念大會。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在大會上作主旨講話時說，綜觀孫中山先生的奮鬥歷程，愛國主義是貫

穿其中的核心精神。孫中山的愛國精神，表現在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振興中華的理想抱負和追求國

家統一的思想。行政長官梁振英、新黨主席郁慕明、孫中山先生曾侄孫孫必達，及籌委會執行主席余

國春亦分別於大會上致辭。 

紀念大會播放了由籌委會委託中央電視台製作的紀念短片《孫中山與香港》，還舉行了《孫中山

與華僑》圖片展啟動儀式，並且有香港青年學生朗誦題為「孫中山與我們」的詩作。如欲重溫《孫中

山與香港》，請點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6jTEPnz39DfRVo3QkxhMmpZd28  

 

▲ 主禮嘉賓合照。 

 

  
▲ 左起：劉藝良、林軍、陳有慶、董建華、郁慕明、

盧文端、陳守仁。 

▲ 左起：姚志勝、梁振英、余國春、劉江

華。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6jTEPnz39DfRVo3QkxhMmpZd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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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吳軍捷、單志明、黃英豪、方方、鄭君

旋。 

▲ 左起：陳亨利、林廣兆、余國春、林建岳。 

   
▲ 一眾台灣嘉賓合影。 

   
▲前排左起：岳世鑫、蔣
作君。 

▲ 前排左起：張曉明、陳德

銘、宋哲。 

▲ 左起：孫偉勇、陳永棋、張閭蘅、

孫必達、殷曉靜、胡葆琳。 

   
▲ 左起：戴澤良、羅台秦、陳永棋、
梁愛詩、李秀恒、王國強。 

▲香港中學生觀看圖片展。 ▲逾 1200 人出席紀念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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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組織會員出席「反港獨  撐釋法」集會 
11 月 13 日，本會再次參加「反港獨 撐釋法」的大型集會。本會多位首長及會員均親身到立法會

大樓參加當天的集會，與現場逾五萬人一起呼籲，堅決阻止「港獨」勢力入侵議會，為禍下一代。 
現場花絮： 

  
▲ 黃英豪會長(左五)與青聯朋友出席集會。 

 

▲ 姚志勝執行會長(右二) 與本會會員合照。 

  
▲ 陳建強副會長代表本會發言。 ▲ 本會多位會員出席。 

 

 
▲ 盧文端理事長、姚志勝執行會長等為「反港獨 撐釋法」大型集會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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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參與合辦「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五十周年大會」大型展覽 

由香港友好協進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及本會主

辦的「香港各界紀念孫中山誕辰 150 周年」大型展覽開幕酒會於 11 月 9

日假中央圖書館隆重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行政長官梁振英，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籌委會執行主席戴德豐、楊釗、盧文端、譚錦球等蒞臨

主禮。 

本會理事長兼該籌委會執行主席盧文端在致辭中感謝全國政協、中聯

辦、特區政府在籌備過程中給予的支持指導，亦感謝孫中山後人、歷史博

物館和多個社團等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活動的成功舉辦，是向一代偉人

孫中山表達崇高的敬意。 

該大型展覽於 11 月 11 日至 22 日於中央圖書館展出，展品包括逾

400 幅與孫中山一生密切相關的歷史圖片和超過 150 件來自世界各地的文

物，部分展品為首次對外公開。 

 

 

▲ 一眾嘉賓為大會剪綵。  

 

  
▲ 盧文端理事長接受訪問。 ▲ 台務部李堅怡副部長與本會會員合照。 

 

 

 

▲ 盧文端理事長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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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盧文端理事長主禮 2016 海外僑領兩岸(香港)論壇 紀念孫中山誕辰 150 周年大會 
 

  
 ▲ 盧文端理事長與中聯辦台務

部李堅怡副部長合影。 

▲ 陳青東副會長(左 4)等參加大會，並呼籲海峽兩岸以「九

二共識、一中原則」作為基石，和平發展、振興中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處摘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