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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期要聞 
1. 習近平：祖國每一寸領土絕不可分割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第十三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我們要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
法和基本法辦事，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積極作
為，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
識和愛國精神，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我們要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堅持「九二共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
合作，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增進台灣同胞福祉，推進祖國
和平統一進程。 

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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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民族大義和歷史潮流面前，

一切分裂祖國的行徑和伎倆都是注定要失敗的，都會受到人民的譴責和歷

史的懲罰！中國人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一切分

裂國家的活動！ 

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有一個共同信念，這就是：我們偉大祖國的每一寸領土都絕對不能也絕對不可能從中國

分割出去！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8/03/21/pdf1.htm (文匯報) 

 

2. 李克強報告談兩岸關係 提習馬歷史性會晤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於 3月 5日在人民大會堂開幕，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向 2970名全國人大代表做政府工作的報告，當中李克強兩次

談到兩岸議題，包括「實現兩岸領導人歷史性會晤」（馬習會）等，還兩

次提到反對「台獨」、「加強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為今後對台政策作

出「軟硬兼施」的定調。  

李克強在「過去五年工作回顧」中，回顧了過去五年對台工作的看

法。他表示，過去五年，港澳台工作取得新進展。「一國兩制」實踐不斷

豐富和發展，「憲法」和基本法權威在港澳進一步彰顯，內地與港澳交流

合作深入推進，港珠澳大橋全線貫通。香港、澳門保持繁榮穩定。  

李克強也說，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加強兩岸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實現兩岸領導人歷史性會晤。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勢

力，有利維護了台海和平穩定。談到這邊，全場也響起一片掌聲。李克強

也為當前中國大陸的發展，向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表達誠摯感謝。  

稍後，李克強在「對 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議」中，第二次提到兩岸議題，為今後對台工作提出一個方向。

他表示，我們要繼續貫策對台工作大政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容忍任何「台獨」分裂圖謀和行徑。  

李克強提到，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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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遇。 李克強強調，兩岸同根，骨肉相親。兩岸同胞順應歷史大勢、共擔民族大義，必將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美好未來！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9/9/5/5/104995564.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995564&mdate=0305122123 (中評社) 
 
3. 張志軍：和平統一無法阻擋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 3月 5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一些消極的因素是阻擋不住兩岸關

係向前邁進的步伐，也改變不了兩岸關係和平統一的進程。張志軍在談及同等待遇時強調，我們說到的一定會

去做，而且一定要努力做好，因為我們「言必信，行必果」。不僅要把 31條措施真正落實到位，而且還會根據

新的情況和新的需求，研究出台更多的、含金量更高的政策措施。  

張志軍表示，關於今年對台工作形勢，總體說，兩岸關係的形勢更趨嚴峻複雜，對台工作也面臨更多風險和

▲ 李克強向全國人大代表做政府工

作的報告。 

▲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大會議上

發表重要講話。 

http://pdf.wenweipo.com/2018/03/21/pdf1.htm
http://hk.crntt.com/doc/1049/9/5/5/104995564.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995564&mdate=0305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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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對此，張志軍認為，這需要我們密切關注，積極妥善有效地應對。他指

出，進入新時代，對台工作要有新氣象和新作為。重點有四個方面工作：  

第一，堅定支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體現

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扎實推進祖國和平

統一進程。  

第二，堅決反對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維護好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  

第三，積極擴大和深化兩岸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的交流合作，促進兩岸經濟

社會融合發展，增進兩岸同胞的福祉和親情。很多朋友大概已經注意到，五天

前國台辦和國家發改委經商中央組織部等 29個部門公布了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

流合作的 31項措施，所涉及的領域之廣，推進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們說

到的一定會去做，而且一定要努力做好，因為我們「言必信，行必果」。不僅要

把 31條措施真正落實到位，而且還會根據新的情況和新的需求，研究出台更多

的、含金量更高的政策措施。  

第四，廣泛團結台灣同胞，加強與台灣地區各政黨、所有認同「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黨、團體和

人士的交流合作，努力維護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努力匯聚起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強大力量。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9/9/5/8/104995817.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4995817&mdate=0305151822 (中評社) 

 
4. 外長記者會涉台成熱點 

每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外長記者會都是中外媒體記者高度關注的焦點，

王毅外長 3月 8日也非常罕見的解答多個涉台問題，其中包括台灣「雪崩

式斷交潮」問題以及會後記者們追問的台旅法問題和梵蒂岡問題。  

隨著 2016年 5月 20 日，蔡英文當局開始執政，由於蔡當局拒不承

認「九二共識」，兩岸官方溝通協商機制全面中斷。近兩年，涉台議題也

開始成為了外長記者會的關注議題。去年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到了日利

亞要求台灣的駐尼機構摘牌並遷出首都的問題。有記者會上向王毅外長問

道，繼岡比亞和聖普之後，巴拿馬也在去年選擇同台灣「斷交」，與中國

大陸建交。未來這會是一個趨勢嗎？台灣輿論所擔心的「雪崩式斷交潮」

是否會出現呢？  

王毅表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

已是國際社會多年來形成的共識。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同台灣進行官方往來也已成為各國遵循的國際準則之

一。同唯一合法代表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開展正常合作，顯然是順應時代潮流的正確

選擇，也完全符合這些國家和人民的自身和長遠利益，當然是大勢所趨，而且勢不可擋。  

王毅強調，承認「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一中是推進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關鍵所在。解鈴還須繫鈴人。

台灣當局應該盡快回到「九二共識」的正確軌道上來，這樣兩岸關係才能重新開辟和平發展的光明前景。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50/0/1/4/105001490.html?coluid=93&kindid=10095&docid=105001490&mdate=0309001554 (中評社) 

 

5. 政協政治決議：絕不容忍「台獨」分裂圖謀 

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 3月 15 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閉幕會，會議以 2134票通過《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

一次會議政治決議》，當中涉及兩岸關係議題，包括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容忍任何「台獨」分裂圖謀與行徑。  

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閉幕會，由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包括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栗戰書、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等 7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十二屆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十二屆全國

政協主席俞正聲等高層都親自出席會議。應出席全國政協委員 2158 人，出席 2142人，出席人數符合法定人

數。  

會議第四項議程，是通過《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政治決議》。從大會發放的書面資料，本屆

▲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 外交部部長王毅。 

http://hk.crntt.com/doc/1050/0/1/4/105001490.html?coluid=93&kindid=10095&docid=105001490&mdate=030900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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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全體中華兒女共同團結奮鬥」為頭，將民族、宗教、港澳台僑等的

政治決議，寫入同一段，相關內容如下：  

會議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全體中華兒女共

同團結奮鬥。人民政協要堅持一制性和多樣性統一，找到最大

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近一步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

政協履職創造條件，做好黨外知識份子、非公有制精緻人士和

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工作。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

族共同體意識，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堅持「我國」宗教

的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

事，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

完整，絕不容忍任何「台獨」分裂圖謀與行徑。  

加強同海外僑胞團結聯誼，廣泛凝聚僑心、僑力、僑智，

維護僑益。開展對外友好交往，為推動建構新型國際關係、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同體做出貢獻。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50/0/9/7/105009719.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5009719&mdate=0315105034 (中評
社) 

 

6. 國台辦 2 月 28 日新聞發佈會輯錄 

國台辦 2月 28日舉行例行新聞發佈會。發言人安峰山介紹了出台《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

措施》的情況。 

安峰山表示，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台工作重要思想，國務院台辦、國家發展改革委

經商中央組織部等 29個部門，於 2月 28日發佈實施《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

《若干措施》）。 

安峰山：此次共出台 31條具體措施，其中 12條措施涉及加快給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主要包

括，明確台資企業參與「中國製造 2025」、享受稅收優惠政策、參與國家重點研發計畫項目、基礎設施建設、

政府採購和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享有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明確台資企業用地、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轉

移、台資農業企業可享受的相關政策，並支援兩岸業者在小額支付、征信服務、銀團貸款等方面深化金融合

作。另外，有 19條措施涉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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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主要包

括，向台灣同胞開放 134項國家職業資格考試，為台灣人士取得從業資格和在大陸應聘提供更多便利，台灣同

胞可申請「千人計劃」「萬人計劃」和各類基金專案，參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和評獎專案、榮譽稱

號評選，加入專業性社團組織、行業協會，參與大陸基層工作，並放寬台灣影視、圖書等市場准入限制。 

安峰山說，概括起來，這 31條措施有三方面特點：一是此次出台的各項措施圍繞國家重大行動計畫和國家

重點研發計畫專案等，為台企台胞提供與大陸企業、大陸同胞同等待遇；二是量身定制，《若干措施》起草過程

中充分考慮到台資企業和台灣同胞的特殊情況和需求，回應台企台胞的普遍關切，提出針對性強的解決辦法。

例如繼續在中西部、東北地區設立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鼓勵台資企業轉移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在廣電

影視節目方面擴大市場開放；三是受益廣泛，《若干措施》涵蓋產業、財稅、用地、金融、就業、教育、文化、

醫療、影視等多個領域，開放力度之大、範圍之廣、涉及部門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將切實擴大台企台胞特

別是基層民眾的受益面和獲得感。 

安峰山說，這些措施出台，將給台資企業和台灣同胞帶來巨大機遇和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對台資企業來說，

相關措施將幫助台資企業降低生產經營成本，加快轉型升級，拓展內需市場，獲得更多商機，實現更大發展。

對台灣同胞來說，相關措施將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創造更好條件，並推

動兩岸同胞共同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心靈契合。 

資料來源：http://www.gwytb.gov.cn/xwfbh/201802/t20180228_11928558.htm (國台辦) 

 

▲ 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舉行閉幕會。 

 

http://hk.crntt.com/doc/1050/0/9/7/105009719.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5009719&mdate=0315105034
http://www.gwytb.gov.cn/xwfbh/201802/t20180228_119285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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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國眾議院通過「台灣旅行法」 挑戰「一中」紅線 

2018 年 3月 1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有記者問：美國會參議院通過了「與台灣交往法

案」。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回覆說，上述議案有關條款儘管沒有法律約束力，但它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規定。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我們敦促美方信守奉行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的

承諾，停止美台官方往來和提升實質關係，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以免給中美關係造成嚴重幹擾和損害。 

資料來源：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538703.shtml (外交部) 

 

8. 吳敦義擬下月參加「兩岸論壇」 三大議題引關注 

據台灣「中央社」3月 14日報導，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明賢當天表示，兩岸論壇預計 4月下

旬登場，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希望率團赴大陸參加，近期會向「總統府」提出申請。過去由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

產黨聯合主辦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俗稱為「國共論壇」，在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任內轉型為「兩岸和平發

展論壇」，吳敦義上任後將其更名為「兩岸論壇」。 

李明賢在國民黨中常會後表示，兩岸論壇預計 4月下旬在大陸舉行，討論三大議題：大陸台商得到公平投

資保障與待遇，陸生赴台維持一定量與質，以及陸客人數維持穩定等。他稱，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周繼祥多

次赴大陸磋商舉辦時間與地點，雙方有默契要共同對外宣佈。李明賢稱，吳敦義為卸任「副總統」，赴陸必須經

台「總統府」核准，國民黨會依照相關法令向「總統府」提出申請。 

資料來源：http://news.sina.com.cn/c/2018-03-15/doc-ifyshirt0048633.shtml?cre=tianyi&mod=pcpager_news&loc=2&r=9&doct=0&rfunc=90&tj=none&tr=9 (環球時報) 

 

9. 戴耀廷狂言「建國」 
「佔中三丑」之一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戴妖)繼續在

台北發表「港獨」言論。 

3月 25日至 26日，由多個海外反華及 「獨派」組織代表

參加的所謂「港澳中台及多民族自由人權論壇」，一連兩天 在

台北舉行，與會的戴耀廷在會議結束前發 表「感言」時，宣稱

現在進行的「反共反專 制活動一定會成功」，而且「不用太

久」， 而在「成功後」，中國「就會建立民主的國 家和社會」。 

他宣稱「現在中國有不同的族群，也包括 香港」，因此香港要

考慮「未來以一種什麼 關係和這些族群連在一起」。 

戴耀廷並搬出「國際人權公約」來辯稱，「民主社會不單是

指一人一票的選舉，還包括『人民自決』的權利」。他又聲言︰

「我們可以考慮成立獨立的國家；可以考慮成為『聯邦』的一部分；也可以考慮歐盟那種『 邦聯 』 的一部分。

這就是『 民主自決』。」在首日的論壇上，戴耀廷已大肆污衊中央政府一貫以來的對港政策，聲稱「反專制」應

是未來香港民主運動的「新定位」，並要建立更大的「政治聯盟」。在前日的講話中，他更進一步指揮大家要思

考「香港未來」。他還暗示「中國會分裂」，稱「應透過這些『族群』用平等的權力去決定他們的前途」。然後話

鋒一轉，進一步闡述其「港獨自決」論調，指「由於這涉及到香港的未來，所以我們要想多一些，香港未來會

怎樣？如果我們『成功後』才想我們以後應該怎樣做，這可能就來不及了，因此現在就要去想」。 

戴耀廷這番「建國獨論」似乎立即刺激到一些與會年輕人的情緒，紛紛發表「反華抗中」言論。香港中文大

學「辱華事件」的主角、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周竪峰宣稱要抵抗「大漢族民族主義」和「中華帝國擴張」，因此要

聯合台灣、新疆、西藏、內蒙古以及外國反華勢力來「保護」「香港民族」的身份。曾帶領學生「佔領」學校語

文中心、一度被罰停學的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劉子頎則宣稱要「反對中國政權，不能後退」，並指「要有當

家作主的準備」。至於兩名香港大學學生會頭目黃政鍀和梁晃維更是用口號式發言，聲稱「不能一輩子當反對

派」，「終有一天要奪回人權自由」，並「建立國家」云云。 

看到這些發言者這種毫無內容的言論，不少出席論壇的聽眾感到無趣而紛紛離場，當日上午的會議進行還不

到一小時，台下的聽眾已走了一大片，令到主持人也不得不趕緊叫停他們的講話，草草宣佈這次荒謬的「五獨

論壇」收檔。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8/03/27/a02-0327.pdf (文匯報) 

▲ 論壇會場人丁稀少，座位大半空置。 

http://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538703.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18-03-15/doc-ifyshirt0048633.shtml?cre=tianyi&mod=pcpager_news&loc=2&r=9&doct=0&rfunc=90&tj=none&tr=9
http://pdf.wenweipo.com/2018/03/27/a02-03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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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要聞  
1. 本會領導出席中聯辦新春茶話會 

中聯辦 3月 26日舉行香港台灣同胞戊戌年新春茶話會。中

聯辦副主任楊建平、中聯辦台務部部長楊流昌和前部長唐怡

源，本會姚志勝執行會長、陳守仁首席顧問、林廣兆首席顧

問、孫必達會務顧問、陳亨利常務副會長、蘇永安副會長、盧

金榮常務理事、凌友詩理事、溫嘉明理事、鄭群理事、管樂理

事等逾 200 人出席。 

中聯辦副主任楊建平在致辭時，從「戊戌年」談起回顧了

中國近三個甲子的發展歷程，並以「成就巨大」、「依憲治國」、

「制度優勢」、「重視香港」、「利好台胞」5個關鍵詞，與大家重

點地分享了自己對兩會的觀察。 

姚志勝執行會長亦分享了自己出席兩會的幾點體會：首先

是修改憲法是國家大事，其目標就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強國夢。他指出，國家已進入新時代、新征程，面對空前的挑

戰，需要有穩定的領導核心，去統領國家發展。他又認為，香港同胞和台胞都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明言這

才是香港和台灣的發展方向，也有助解決社會面對的問題。 

 

茶會花絮： 

   
▲ 姚志勝執行會長致辭。 ▲ 左起：凌友詩理事、姚志勝執行

會長、盧金榮常務理事。 
▲ 左起：任暉女士、管

樂理事。 

 
 

2. 拉票走遍九西  盧文端理事長到場支持 
立法會九龍西鄭泳舜在黃埔舉行造勢大會，曾鈺成、李慧琼，民建聯九

龍西立法會議員蔣麗芸、九龍東立法會議員柯創盛，經民聯九龍西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本會理事長盧文端，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王國
強等和大批地區人士到場支持。 

鄭泳舜在發言時強調，自己在區內服務超過 10年，接過數不盡的求助
個案，和居民攜手解決了不少社區問題，並不點名批評空降該區參選、直認
自己不會處理居民個案的姚松炎，「哪會有議員不接個案之理！」 

盧文端和王國強等社團領袖，分別以福建、潮州、客家等方言呼籲鄉親
投票支持鄭泳舜。 
(注：鄭泳舜於 3月 11日立法會補選中，成功贏得九龍西議席。) 
資料來源：
http://paper.wenweipo.com/2018/03/12/HK1803120011.htm (文匯報) 
 

▲ 鄭泳舜到黃埔拉票，盧文端理事長

(右二)到場支持。 

▲ 中聯辦副主任楊建平致辭。 

http://paper.wenweipo.com/2018/03/12/HK18031200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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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英豪會長提案：善用內地高校教育資源培養落實「一國兩制」精英人

才、鼓勵港澳台青年在大灣區發展互聯網和文創產業的建議 
香港回歸以來，由於自身的教育系統未能作出與時俱進的必要調整，對

香港青年學生的教育存在著許多問題。建議有關方面必須做長期打算，確立
依靠具正確價值觀的愛國教育陣營去推動人才培養和落實人心回歸工程的信
念。尤其要善用內地雄厚的高等教育資源，推動香港學生到内地升學和深
造，做好愛國愛港人才培養，確保「一國兩制」後繼有人及香港社會的長期
繁榮穩定。 

另外，目前互聯網以及文創產業比較發達，許多青年都在上述領域創
業，但是按照內地現行制度，港澳台作爲境外人士，到內地開設互聯網企業
或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均受到一定的限制，也使其很多創意難以發揮。為
此，建議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採取鼓勵港澳台青年設立互聯網企業和發展文創
產業的先行先試措施，讓他們能夠有更多機會，充分發揮其創意，在當地開
創上述事業。 

 
4. 經民聯酒會  林建岳監事長致辭 

經民聯 2018 年新春酒會 3月 7 日在北京隆重舉行。全
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主席團常務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中聯辦主任王
志民，在京出席兩會的港澳代表和委員，特區政府官員，政
黨及社團領導等逾 200 名嘉賓出席。 

經民聯監事會主席、本會監事長林建岳在致辭時表示，
今天的中國已進入強國復興新時代，而香港也進入共謀發展
新時期。他表示，聯盟在今年兩會就「一帶一路」和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提交多份提案建議，瞄準「國家所需」，發揮
「香港所長」，期望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合力提升優勢
互補效應。他提到，習近平主席在春節前親自給香港「少年警訊」成員回信，讓香港市民進一步感受到中央的
關心及香港在國家的重要地位，而林鄭月娥領導特區政府，不僅聚焦經濟改善民生，實現了良好開局，亦有心
有力、務實有為地抓緊機遇，令人感到新一年的香港充滿希望。 

盧偉國在致辭時指出，經民聯去年底剛度過了 5 歲的生日，聯盟現在有 7名立法會議員、20 多名區議員及
一批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為國家和香港的發展出謀獻策。他表示，「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是香港發展的兩大機遇，故要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在各領域協助工商專業界開拓更大的市場空
間， 並「堅守『一國』之本， 善用『兩制』之利」，擁護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為香港打開新局面，為國家走進
新時代作出貢獻。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8/03/07/pdf4.htm (文匯報) 

 
5. 姚志勝執行會長接受傳媒訪問 

全國政協委員、本會執行會長姚志勝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總理報告
對台工作的主題篇章，證明中央對台灣很重視，尤其最近中央對台的 31
條惠台措施推出。關於這個惠台 31 條措施，我主要有三點看法和建議：
第一，有關措施給予台灣同胞公平待遇，分享大陸發展機遇，這將成為兩
岸互動的主旋律；第二，應建立有效的聯繫機制，切實擴大台灣企業、台
灣同胞的幸福感；第三，推動台灣政界更多的站在台灣民眾的角度去解讀
這項新政，而不是從對立的角度進行負面的解讀。我認為這是對台灣很實
惠性的措施，雖然現在民進黨執政，兩岸政府不能互動，但是現在民間交
往還是成立的，尤其（兩岸）青少年交流交往，大家都在互動。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crn-
webapp/search/allDetail.jsp?id=104996578&sw=%E5%A7%9A%E5%BF%97%E8%83%9C (中評社)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處摘編 

▲ 本會執行會長姚志勝在兩會期間接受

傳媒採訪。 

▲ 出席經民聯新春酒會的一眾嘉賓合影。 

▲ 黃英豪會長接受訪問。 

http://pdf.wenweipo.com/2018/03/07/pdf4.htm
http://hk.crntt.com/crn-webapp/search/allDetail.jsp?id=104996578&sw=%E5%A7%9A%E5%BF%97%E8%83%9C
http://hk.crntt.com/crn-webapp/search/allDetail.jsp?id=104996578&sw=%E5%A7%9A%E5%BF%97%E8%83%9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