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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
70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
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2.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
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3.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
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
量着办。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
一。

4. 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是
影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总不能
一代一代传下去。

5. 我 们 郑 重 倡 议 ，在 坚 持“ 九 二 共
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
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
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
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
安排。

6. 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
是历史逆流，是绝路。

7. 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
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留下任何空间。

8.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愿意以

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
景，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
胞和全民族最有利。

9.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
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
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10. 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望亲好，
中国人要帮中国人。

11. 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
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
标准共通，可以率先实现金门、马祖同福

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
12. 人之相交，贵在知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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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我们真诚希望所有台湾同胞，像
珍视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和平，像追求人
生的幸福一样追求统一，积极参与到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

14. 中国人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
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
涉。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习近平这14句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同志们、同胞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
书》发表 40 周年。值此新年之际，我代表
祖国大陆人民，向广大台湾同胞致以诚挚
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

海峡两岸分隔已届 70 年。台湾问题
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
休戚相关。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
强入侵，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的
悲惨境地，台湾更是被外族侵占长达半个
世纪。为战胜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
实现国家统一，中华儿女前仆后继，进行
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台湾同胞在这场斗
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 年，中国人民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取得了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台湾随之光复，重回祖国怀抱。其后不
久，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
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

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我
们团结台湾同胞，推动台海形势从紧张对
峙走向缓和改善、进而走上和平发展道
路，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70 年来，我们顺应两岸同胞共同
愿望，推动打破两岸隔绝状态，实现全面
直接双向“三通”，开启两岸同胞大交流大
交往大合作局面，两岸交流合作日益广
泛，相互往来日益密切，彼此心灵日益契
合。台湾同胞为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作出
重大贡献，也分享了大陆发展机遇。

——70 年来，我们秉持求同存异精
神，推动两岸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
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开启两岸
协商谈判，推进两岸政党党际交流，开辟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两岸领导人
历史性会晤，使两岸政治互动达到新高
度。

——70 年来，我们把握两岸关系发展
时代变化，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
主张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确立了“和
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进而形成了
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基本方
略，回答了新时代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团结台湾同胞共同致力于实现民族伟
大复兴和祖国和平统一的时代命题。

——70 年来，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旗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
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巩固国际社
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越来越多国
家和人民理解和支持中国统一事业。

——70 年来，我们始终着眼于中华民
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坚定维护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坚决
挫败各种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台湾独立”的图谋，取得一系列反“台
独”、反分裂斗争的重大胜利。

两岸关系发展历程证明：台湾是中国
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
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水、守望相

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
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台海形势走向和平
稳定、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是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国家强
大、民族复兴、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更是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同志们、同胞们、朋友们！
回顾历史，是为了启迪今天、昭示明

天。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 70
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
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两
岸中国人、海内外中华儿女理应共担民族
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共同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第一，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
统一目标。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
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一水之隔、咫尺
天涯，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
给中华民族的创伤。两岸中国人应该共
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抚平历史创伤。广
大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要做堂
堂正正的中国人，认真思考台湾在民族复
兴中的地位和作用，把促进国家完全统
一、共谋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无上光荣的事
业。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
祉系于民族复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
维护两岸和平、促进两岸共同发展、造福
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要两岸同胞共同推动，靠两岸同胞共同
维护，由两岸同胞共同分享。中国梦是两
岸同胞共同的梦，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两
岸中国人才能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在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台湾同
胞定然不会缺席。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
共圆中国梦，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共享
民族复兴的荣耀。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
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第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
平统一实践。“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
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
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
安。

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
分裂的借口。“一国两制”的提出，本来就
是为了照顾台湾现实情况，维护台湾同胞
利益福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
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
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
湾同胞利益和感情。在确保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
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
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
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
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
着办。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
一。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是影
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总不能一
代一代传下去。两岸双方应该本着对民
族、对后世负责的态度，凝聚智慧，发挥创
意，聚同化异，争取早日解决政治对立，实
现台海持久和平，达成国家统一愿景，让

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祥和、安宁、繁荣、尊严
的共同家园中生活成长。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台湾任何政
党、团体同我们的交往都不存在障碍。以
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取代争斗、以双赢
取代零和，两岸关系才能行稳致远。我们
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人士就两岸政
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有关
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换意见，寻求
社会共识，推进政治谈判。

我们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
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
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第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
统一前景。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
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陆和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一个中
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坚持一
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和发展，
台湾同胞就能受益。背离一个中国原则，
就会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动荡，损害台湾同
胞切身利益。

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是
历史逆流，是绝路。广大台湾同胞具有光
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的骨肉天亲。
我们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一如
既往尊重台湾同胞、关爱台湾同胞、团结
台湾同胞、依靠台湾同胞，全心全意为台
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广大台
湾同胞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不分阶层、不
分军民、不分地域，都要认清“台独”只会
给台湾带来深重祸害，坚决反对“台独”分
裂，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我们
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
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
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愿意以最
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
景，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
胞和全民族最有利。我们不承诺放弃使
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
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台湾同
胞。两岸同胞要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
享和平。

第四，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
统一基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望亲
好，中国人要帮中国人。我们对台湾同胞
一视同仁，将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
陆发展机遇，为台湾同胞台湾企业提供同
等待遇，让大家有更多获得感。和平统一
之后，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
业。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的民生
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在国际上
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
尊严。

我们要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
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
合作添活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两岸要
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
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可以
率先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

水、通电、通气、通桥。要推动两岸文化教
育、医疗卫生合作，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
共享，支持两岸邻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

第五，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
统一认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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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之相交，贵在知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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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同胞要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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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秉持同胞情、同理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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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
心结。久久为功，必定能达到两岸同胞心
灵契合。

支持和追求国家统一是民族大义，应
该得到全民族肯定。伟大祖国永远是所
有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我们真诚
希望所有台湾同胞，像珍视自己的眼睛一
样珍视和平，像追求人生的幸福一样追求
统一，积极参与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正
义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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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忱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
追梦、筑梦、圆梦。两岸中国人要精诚团
结，携手同心，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创未
来！

同志们、同胞们、朋友们！
长期以来，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和海

外侨胞关心支持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积
极贡献。希望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和海外
侨胞一如既往，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再立新功。

同志们、同胞们、朋友们！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国际社会
普遍共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中
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争取完成国
家统一的正义事业。中国政府对此表示
赞赏和感谢。中国人的事要由中国人来
决定。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事关中国
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
外来干涉。

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正
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会给
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太地区
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会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
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同志们、同胞们、朋友们！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

可以开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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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
要我们和衷共济、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
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就一定
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19年1月2日）

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