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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 年来，两岸关系
走向和平发展，两岸经济社会不断融合。伴随
着改革开放的历程，台湾乡亲在祖国大陆也迎
来了事业的春天。台商是大陆改革开放的弄潮
儿，相信许多人在大陆高速发展的列车上，体
验到了“飞一般”的速度。作为一名台商，我
同样深有体会。

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大陆发生着天翻
地覆的变化。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大陆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出一系列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如探索建立多个自由贸易
试验区及自由贸易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等，对台资企业和台商来说都是难得的机遇。

当下，大陆更是提出要率先同台湾同胞分
享发展机遇，这让我不禁思考，作为台资企
业，如何以此为契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认为每一
个时期都存在很好的时机，就看你怎么把握。
大陆有厚实的发展根基，有广阔的内需市场。
台商投资不仅拉动大陆的经济增长，提供就业
机会，贡献税收，而且还能通过引进先进的技
术和管理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本地企业
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因此，对
于进入大陆市场，台商应该要有信心。

当然，台资企业不是来了大陆，就能躺着
收获成果。要想在大陆站稳脚跟，就必须要练
好内功，寻找生存之道。例如工厂一定要优化
产能，生产一定要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且
管理者应在此过程中考虑怎么提升产品质量。
这样企业在市场上才有一席之地。而在“走出
去”方面，台企只有抱团发展，以强大的祖国
做依靠，这样发展空间才会更大，在国际上腰
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

长期以来，大陆希望用改革开放的成果回
馈台商和台湾社会，这是历史的温度，也是

“两岸一家亲”的真切体现。我们欣喜地看到，
祖国大陆持续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让大
家有更多获得感。从推动两岸直接“三通”到

“助推台资西进”，从支持台资企业共享“一带
一路”发展机遇到“团结两岸青年携手开创美
好未来”，特别是《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
合作的若干措施》 的出台，使台湾乡亲在大陆
生活越来越便利。如今，持证购买高铁票、享
受移动支付和共享交通、赴大陆高校深造、参
与“互联网+”创业，正在成为台湾青年筑梦
祖国大陆的新风潮。

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
趋。回望《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年来，两岸

关系击水行舟、澎湃前行的风雨历程，给予我
们很多深刻而重要的启示。最重要的，就是必
须始终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
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持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团结两岸同胞，携起手
来共同致力民族复兴。伟大祖国永远是所有爱
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我们要像珍视自己的
眼睛一样珍视和平，像追求人生幸福一样追求
统一，积极参与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
业中来。

中国梦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梦。台湾同胞的
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进
程中，台商定然不会缺席。

（作者为旺旺集团广西总厂总厂长）

新华社北京 1月 22 日电 （记者查文晔）
2019年对台工作会议22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书》 发
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
执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坚持“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
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汪洋表示，过去的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把握大势，引领两
岸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
实党中央确定的对台工作总体思路，积极作
为，攻坚克难，推动党的十九大后对台各方
面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成绩来之不易，应予
充分肯定。

汪洋强调，2019 年台海形势更加复杂严
峻。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对
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把工作聚焦到党中央对
台工作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上来。要坚持体现
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

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
间。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持续扩大两岸交流
合作，全面落实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要
继续拓宽两岸青年交流渠道，为台湾青年来大
陆学习、就业、创业、交流提供更多机会、创
造更好条件。要切实加强对台工作系统政治建
设、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不断提
高对台工作能力和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杨洁
篪主持会议。国务委员王毅出席会议。中共中
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作工作报告。
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和各地有关负责同志出席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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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出席对台工作会议并讲话

台商是大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陈 阵

一进高铁香港西九龙站，欢快的
迎春音乐一下子就把人带入浓烈的春
节气氛中。这是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加
入春运第一天。

1月21日，在人工柜台排队买票的
何女士与儿子有说有笑，讨论年夜饭
该添哪些新样式。何女士老家在广
州，以往都乘大巴回家。去年9月高铁
香港段通车后，何女士每次回广州都
搭乘高铁。

“今年不一样啦。我们老家离广州南
站很近，坐高铁一下子就到了。而且列车
班次多，我们一点都不担心买不着票。两
小时后的车，我们现在排队来买都不成问
题。”排完队的何女士扬扬手中的车票，和
儿子继续投入热烈的讨论。

高铁香港段开通后，香港机场与
高铁组成的“机铁联运”成为不少在

海外工作的中国人回国的新选择。
刚下飞机的曾建和朋友们放下大

包小包，向西九龙站内服务人员询问
如何买票。曾建一行 10 余人，来自湖
南、河北、东北三省等不同地方，由
公司外派至南非工作。

“高铁真的太方便了！南非到我老
家长沙的飞机班次少，机票贵。高铁
一开通，我们可以飞到香港，从香港
搭乘高铁回家。”曾建说。

曾 建 一 行 人 中 ， 老 刘 被 派 去 买
票。由于西九龙站至武汉、北京等长
途站点的列车班次较少，老刘购买了
西九龙站至广州南站的高铁票，到广
州南站后再转车回老家河北。

老刘说，本担心没兑换港币无法
购买车票，没想到还可以用支付宝、
微信等方式支付。“西九龙站宽敞又明

亮，随处都有工作人员指导我们，感
觉挺好！”

临近春节，越来越多内地游客来
香港采购年货。为避免后期拥挤，来
自内地的林女士特意在春运第一天搭
乘高铁从深圳来香港采货。“我经常来
香港，香港高铁开通后更是每次都搭
高铁来香港，‘一地两检’过关非常方
便。每次来西九龙站我都觉得真好，
今天下车还听到站内播放新年音乐，
很有春节氛围。”

高铁香港段运营方港铁公司表示，
春节期间部分西九龙站往内地长途站
点的列车班次业已售罄。为满足春运期
间乘客需求，港铁公司将在1月31日至
2月 11日期间，增加往来香港西九龙站
和深圳福田站的列车班次。

（据新华社香港电）

北京大学港澳台学生研习实践活动近日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展开。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港
澳台办与防城港市委统战部共同组织，共 39名港澳
台学子参与其中。就读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的香港青年王柏荣如今在防城港市委统战部挂职，
并担任活动领队。在他看来，实践团港澳台学子们
此行不仅看到了国家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及脱贫攻坚工作的实际成果，也
感受到了边陲城市的独特发展和特色风土民情，从
而坚定了报效国家的信念和决心。

到达第一个目的地——广西东兴口岸后，同学
们深深地为眼前的场景所震撼——扛着巨大货品编
织袋的人摩肩接踵，小跑出口岸通道，聚集在通往
越南的北仑河大桥上。这些来自中越两国的边民，
忙碌地奔波在中越边境贸易的最前线。

东兴边民互市区内汇聚着许多挂着中越双语招
牌的越南进口产品经营店，这是中国最大的边民互
市区，每天仅中国边民向越南经营户买入货物的交
易额就有上千万元人民币。大多数港澳台同学们对
边陲地区的市场模式都很陌生，纷纷向讲解老师抛
出一个又一个问题。

无论是口岸的人潮涌动，还是河边码头的渔船
货车，抑或是关内的小镇风貌，都让港澳台同学们
深感防城港城市生产生活中的文化历史底蕴：壮
语、粤语、越南语、客家话等在耳边流动，民风古
朴的建筑和远处作为移动居住地的密集渔船遥相呼
应，随处可见用中越两语写下的“中越友谊，万古
长青”标语。

晚餐时，来自台湾的 2017级本科生李孟儒吃得
格外多，还对当地特色老鸭汤赞不绝口：“好久没有
在台湾以外的地方吃到过这么像客家风味的菜了。”
很多来自港澳的同学也赞叹餐点很有家的味道。在
国家恢弘壮阔的发展进程之中，点滴细微的民风民
俗也是港澳台学子们深入了解国情民情、密切跟进
祖国发展动向的重要参考，这座边陲小镇的生活风
貌便是国家历史悠久、民族融合和谐的有力例证。

实践团一行还参访了上思县。它是广西壮族自
治区 21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通过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
战略思想，扎实推进整县脱贫摘帽攻坚战，上思县
不断取得进步。目前，上思县的贫困发生率已经从 2016 年的 8.14%降低到
2.07%。全县坚持“两不愁、三保障”的原则实现高质量的脱贫。

该县教育扶贫项目中的“瑶族女生班”让港澳台同学们印象深刻。他们
纷纷表示，自己由此感受到继续推进教育普及的迫切性，并为该县目前已经
取得的成绩感到喜悦。港澳台学生实践团向贫困学生捐赠4000元助学款，希
望以此传递港澳台同学的爱与温暖。广西壮族自治区自设立以来，在脱贫致
富工作上从未停步，通过对上思县扶贫工作的了解，港澳台学生更深刻地认
识到自身在国家建设发展中应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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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1月 22日电 （记
者许雪毅） 记者 21 日从在榕台湾人
才迎春座谈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共
有 5000 多名台湾人才在福州就业创
业，其中 2018 年吸引台湾人才 2000
多人，80 人获评第六批省引才“百
人计划”等省级以上奖项或荣誉，
200多人入选福州市台湾人才专家库
等市级人才项目。

当日，由福州市委人才办、市台
港澳办、市人社局、团市委、市台联
联合主办的在榕台湾人才迎春座谈会
在福州市台湾人才服务工作站举行。
两岸近 30 名同胞欢聚一堂，共同探
讨榕台人才交流合作。

福州市第六医院康复科副主任曾
仁宏建议台湾医生可来大陆就业。他
说，虽然目前两岸医生薪资还有相当
差距，但这里平台大、市场大，医生

可以接触到更多病例，在专业方面获
得更多历练和积累。

1992年，因为爸爸看好大陆发展
前景，14岁的台中少年曾仁宏只身来
到福州八中读书，毕业后就读于福建
中医学院，后来在北京中医药大学获
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他看来，中央

“31 条惠台措施”、福建省“66 条惠台
措施”、福州市“68 条惠台措施”对促
进两岸人才交流起到了很大作用。

座谈会上的信息显示，福州市积
极创新台湾人才服务机制，多渠道吸
引台湾人才来榕就业创业，打造台湾
人才政策高地。

“台湾有很多人才在福州发展和
两岸交流等多个领域贡献智慧、生产
力和创造力，福州可以引领更多台湾
人 才 加 入 两 岸 大 发 展 大 交 流 格 局
中。”福州市台协会会长陈奕廷说。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办的“飞跃四十载 同发展·共繁荣”巡回展览
日前在南京巡展，吸引不少观众参观。展览通过丰富资料和精彩图片，展示
改革开放40年来香港与国家同发展、共繁荣，共享改革开放丰硕成果。

图为观众在参展。 王路宪摄 （人民视觉）

5000多台湾人才在福州就业创业

图为港澳台实践团学生合影。 刘雨甜摄

图为1月21日，在高铁香港西九龙站，旅客在售票大厅准备进站。 王 申摄 （新华社发）图为1月21日，在高铁香港西九龙站，旅客在售票大厅准备进站。 王 申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