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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1月9日电 （记者陈颖） 1 月 9 日
下午，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新任主
任骆惠宁到礼宾府拜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
月娥。林郑月娥对骆惠宁来港履新再次表示欢
迎，双方对当前香港社会形势及各自依法履职
尽责进行了充分交流。

骆惠宁说，2018 年底率山西代表团来港考
察招商时曾与林郑月娥进行过交流，对香港国
际大都市的风貌印象深刻。他表示，去年修例
风波发生以来，特首带领特区政府恪尽职守，
全力止暴制乱、稳控局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扶
助企业、纾解民困，做了大量艰苦有效的工
作，对特首的勇气和担当表示敬意。中联办将
一如既往，充分尊重、全力支持特首和特区政
府依法施政。

林郑月娥向骆惠宁介绍了特区政府在过去
两年多的各方面工作，以及自去年6月因修例而
引起的社会动荡。她表示，过去7个月是香港回
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对社会各方面都造成极
大影响。特区政府将按照 《基本法》 及“一国
两制”方针，全力遏止暴力、维护法治，让香
港尽快走出目前困局。她还说，期望未来加强
沟通合作，共同推进各项涉及内地和香港的工作。

双方都表示，要按照中央要求，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一国两
制”方针政策，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进一步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一步加强沟通合作，更好履职
尽责，共同把香港的事情办好。双方坚信，有中央对香港的高
度重视和关心，有强大祖国作坚强后盾，有香港社会各界的共
同努力，香港一定能重新出发，早日重回正轨，再创辉煌。

2019 年 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
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题为《为实现民族伟大
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的重要讲话，全
面阐述我们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是指引新时代对台工
作的纲领性文件。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同
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重大政策主张，不
仅是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提出的必然要求，是两岸走
向和平统一的必经之路，而且也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使命所在。

一、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
统一认同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必然要
求与必经之路

首先，增进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对于和平统
一的认同，是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必
然要求。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两岸同胞
尤其是台湾同胞对统一、对和平统一的认同与支持是
必不可少的条件。当今台湾已经是一个多元的选举社
会，受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影响，一些民众对祖国和
平统一还抱有误解和疑虑，这也是迄今两岸没有实现
统一的客观原因之一。这就需要我们引导台湾同胞正
确认识祖国和平统一的意义与价值，让台湾同胞认识
到统一，不仅对国家和中华民族是千秋功业，关系到
民族复兴，而且对台湾同胞自身而言，也是好处多
多，实至名归。事实上，只有增进台湾同胞对于和平
统一的认同，和平统一才能得到绝大多数台湾同胞的
支持和拥护，才能做到水到渠成。

其次，实现同胞心灵契合是增进和平统一认同的
必经之路。要增进台湾同胞对于和平统一的认同，推
动实现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灵契合是一条可行、而且是
必经的有效路径。人是讲究感情的，人之相交，贵在
心相交，贵在心灵沟通，贵在心有灵犀一点通！只有
推动实现两岸民众与同胞之间的心灵沟通、心灵碰
撞、心灵契合，才能有效增进台湾同胞对于和平统一
的认同，从而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和平统一。

二、如何推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以
增进台湾同胞对和平统一的认同

首先，共同弘扬中华文化是推进两岸同胞心灵契
合的有效方式与可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
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

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我
们必须看到，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是维系中华民
族繁衍生息、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中华儿女共同
的精神家园。两岸同胞需要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
所要求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才会
永远富有创新力、创造力、生命力。只要两岸中华儿
女携手守护好共同的精神家园，共同弘扬好中华文
化，两岸同胞的心就一定是连在一起的，任何力量都
无法拉开。因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精神的力量
是不可战胜的！

其次，两岸交流尤其是文化交流，是共同传承和
弘扬中华文化、实现同胞心灵契合的必然之举。过
去，由于政治对立的原因，两岸全面隔绝，“鸡犬相
闻，老死不相往来”，也因为两岸之间 30多年的全面
隔绝，两岸同胞之间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不了解甚至
误解。但无论两岸之间过去存在什么样的误解，只要
从此坦诚相见，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亲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心结。”重要的是
要交流、要交心，只有交流，才能了解对方的想法；
只有交心，才能换得真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之
相交，贵在知心”，“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
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
认同”。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主张，对于两岸社会与
人员交流，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他
所主张的两岸交流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推己
及人”“将心比心”等主张，不仅是 2000 多年前孔子
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在新时代的科学运
用，而且是海峡两岸交流中必不可少的“换位思考”
与“贴心思考”。正是因为交流在两岸同胞心灵沟通与
契合中具有的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管遭
遇多少干扰阻碍，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不能
断、不能少。”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两岸交流提出的
要求，也是两岸同胞走向心灵契合的必经之路。尽管
真正做到心灵契合的难度不小，但只要确立目标，不
懈努力，必定能有所成就。

第三，要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来指
导两岸文化交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正确的
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化育后人，弘扬伟大民族精
神”。这为两岸文化交流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科学的推
进路径。毋庸讳言，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台湾社
会受到“本土化”“民主化”“多元化”“政权台独化”
等事件影响。李登辉、陈水扁主政20年中蓄意推动改
变民众认同的教育政策，中小学历史、地理等教科书

突出所谓“乡土”“本土”甚至“台独”等教育内容，
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与认同。台湾社会中出现了不少错
误的历史观，如将“台湾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分
离与剥离出来，出现了“台湾人 400 年史”的“台独
史观”；出现了数典忘祖的、跟中华民族认同相对立的

“台湾民族论”，以及自外于中华民族的“南岛民族
论”；也出现了若干偏离“中国认同”、主张“台湾认
同”的错误国家认同。如何扭转台湾社会的这些不正
常的现象？应该说，加强两岸文化交流是一条比较可
行的路径，特别是在交流中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
观、国家观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以此教育引导台湾
社会和民众，“化育后人”。在两岸交流中，共同传承
与弘扬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中塑造的伟大民族精神
这一共同财富，应该是促进两岸民众心灵契合的宝贵
精神纽带。两岸同胞增进相互了解与理解，拉近心理
距离，坚定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信念，强化对两岸命
运共同体的认知，久久为功，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和对
祖国和平统一的高度认同就一定能够达到。

第四，大力推动两岸青年交流是实现两岸同胞心
灵契合的重要内容与希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两岸青年要勇担重
任、团结友爱、携手打拼。”两岸交流合作为两岸青年
增进友谊亲情搭建了平台，两岸融合发展更是为台湾
青年提供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广阔天地。无论是2018年
2月 28日颁布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31条
措施”，还是 2019 年 11 月 4 日颁布的进一步促进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26 条措施”，都是台湾青年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人生目标价值的重要“助
力器”。“热忱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梦、
圆梦”，已经不只是一个“承诺”或“构想”，而是实
实在在的“午餐”与“馅饼”，是日益生动的社会现实。

三、增进和平统一认同、支持和追
求国家统一是民族大义，更是历史大势

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也是两
岸同胞大发展大作为的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
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
向”，“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
族复兴”。这些重要论述一定能够推动实现两岸同胞心
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一定能够吸引越来越多
的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积极参与到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实现同胞心灵契合 增进和平统一认同
严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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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贸易发展局 （贸发局） 主办的香港玩具
展、香港婴儿用品展、香港国际文具展1月6日至9日
同时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3 个展览汇聚共约
2950个商家。有参展商表示，展览人流超出预期。

作为亚洲最大、全世界第二大的玩具展，香港玩
具展今年已经走入第四十六届。本届玩具展吸引约40
个国家及地区超过2100个商家参展，设有6个地区展
馆，包括中国内地及韩国、西班牙、英国等地展商为
主的展团，一站式展示最新玩具和游戏产品。其中，

“品牌廊”云集 240 多个国际知名品牌的玩具产品；
“智能玩具”展出各种融入创新科技的玩具和游戏；
“大童世界”汇聚魔术用具、模型等针对成年人玩具
市场的产品。

智能玩具成为本届玩具展亮点。首次参展的一家
北京科技公司带来了新开发的遥控飞鸟玩具。一家香
港公司开发的智能遥控积木香港电车，使用者只要通
过手机应用程序就能遥控和编写积木电车的行走方
向，益智有趣。

深圳市飞辉科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王女士表
示，这是她参展的第五年，为紧贴玩具市场智能化趋
势，公司今年为航拍器新产加入了AI技术。王女士表

示，开展第一天来往的客人没有停过，比去年多得
多，“这是个好的开头”。

台湾参展商Uncle Bubble的业务负责人蔡小姐从
地面拿起巨大圆形泡泡器，拉出高过头顶的透明泡
泡，现场围观人士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蔡小姐说，去
年来港参展期间销情较差，今年原本不敢抱太高预
期，但“来了之后发觉前来采购人数明显超出预期”。

受外围不利环境影响，香港 2019 年前 11 个月玩
具、婴儿用品及文具产品出口跟2018年相比均出现下
跌。玩具、洋娃娃及游戏产品出口超过 327 亿元（港
元，下同），按年下降27.7%；婴儿产品出口达61亿元，按
年下降24.4%；文具产品达67亿元，按年下降8.5%。

踏入2020年，香港社会风波仍未平息。香港贸发
局副总裁周启良表示，去年6月至12月贸发局共举办
19 场展览，没有取消或提早结束，有逾 1.5 万参展
商，数字与2018年相近，但买家数目按年跌19%。

周启良表示，此次三大展览，贸发局组织 200多
个买家团、1.2 万名买家来港参观采购。他认为，当
前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但有危便有机，不少展商
已借机转型，开拓新市场，利用创新科技、授权、品
牌力量，成功加强竞争力。

香港三大展迎来新年“开门红”
闵 喆

本报电（雷蕾） 知名台企中国旺旺执行董事兼首席运营官
蔡旺家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看好大陆饮料市场，旺旺
已成立营销事业二群，启动战略新品牌“食技研”，进行二次
创业。

1992年，旺旺进入大陆市场，并通过米果、小馒头等系列
产品，收获大批粉丝，并迅速蹿红。2007年，中国旺旺控股有
限公司成立。产品创新、质量保证，让旺旺在大陆的发展一路
高歌猛进。

看好大陆饮料市场，也为了应对市场变化，旺旺决定二次
创业。蔡旺家表示，旺旺“食技研”将推出系列全新口味的植
物饮料，以迎合大陆年轻世代的消费特质与潮流趋势。

新华社香港1月8日电（记者李滨彬） 香港中华总商会8日
在香港举办“2020 中总论坛”。参加论坛的香港财经界人士表
示，2019年香港经济在内忧外患中受到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
充满不确定性，香港要利用好制度和传统优势，抓住“一带一
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发展机会，实现经济多元发展和新
突破。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表示，香港经济
2019年上半年同比仅轻微增长0.5%。2019年下半年，本地社会
事件及暴力冲击对经济活动，尤其是旅游、餐饮及零售等行
业，造成沉重打击。香港经济在2019年第三季明显恶化并步入
衰退，同比收缩2.9%，第四季继续呈现负增长。2019年全年经
济预料会收缩1.3%，这将会是1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陈茂波说，过去半年，尽管香港经历内外交织的困难，但
得益于“一国两制”有效实施，香港的制度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至今仍能大致保持。这些优势是几代香港人努力的成果，得来
不易，要好好珍惜。在巩固及提升支柱产业优势之余，香港同
时要努力推动经济持续多元发展，竭力突破制约。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致辞时表示，2019年香港经历
严峻考验，“一国两制”、联系汇率、普通法等制度优势，加上

“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议》（RCEP） 等发展机遇，为深化香港长远竞争力、拓展区域
市场合作注入新动力。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认为，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
挑战大于机遇，香港作为小规模开放经济体，难免受全球经济
增长放缓影响。2019年香港受内外不同因素影响，经济陷入衰
退，但金融市场维持正常运作，未见受大规模影响。香港是国
际和内地企业的重要集资平台、亚太区主要资产管理中心及全
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若修例风波能尽快平息，香港凭着固
有优势，2020年经济应能保持平稳，甚至或有轻微反弹。

“展望未来，随着内地金融市场逐步开放，加上粤港澳大湾
区、‘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香港凭借与国际金融制度接轨的
优势，将能更充分发挥国际融资中心的功能，为金融业发展带
来庞大发展机遇。”鄂志寰说。

“2020中总论坛”以“应对挑战 抓紧机遇”为主题，探讨
新一年在内忧外患挑战下的香港经济最新形势与发展前景。多
国驻港领事、友好商会、工商团体领导、工商金融专业人士、
传媒代表等近300人出席了论坛。

财经界人士看香港2020

抓住机遇实现经济多元发展

台企旺旺深耕大陆市场“二次创业”

1月8日，来自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屏山街道
岔河村的农户宋玉才在采收脐橙。首批1000公斤云南脐橙将于
下周一运抵澳门，丰富澳门居民的餐桌。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云南脐橙远销澳门

图为2020香港国际文具展展会现场。（资料图片）

1 月 9 日，广西壮
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
县林溪镇林溪村亮寨屯
举办新戏台落成庆典，
数千名群众欢聚一堂，
以演唱侗族大歌、多
耶、芦笙踩堂、百家宴
等方式进行庆祝，尽展
浓郁的侗族风情。图为
一名侗族儿童在欣赏为
新戏台制作的吉祥花。

吴练勋摄
（人民视觉）

侗寨喜添
新戏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