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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台胞對祖國的感情無法離間
兩岸音樂人創演《我們同唱一首歌》遭綠營打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近期《我們同唱一首歌》引發兩岸關

注，其中台灣音樂人參與創作演唱，民進黨當局聲稱是「統戰」，而且參與創

演的台灣音樂人遭到不同程度的網絡攻擊。對此，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12日

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回應指出，台灣同胞堂堂正正表達對祖國的感情、表達認

祖歸宗的思念，是任何人離間不了、打壓不了的。朱鳳蓮說，期待海峽兩岸的

同胞們不僅一同唱歌，更要一起尋根，一起打拚。

有記者提問稱，近期《我們同唱一首歌》引
發兩岸關注，其中台灣音樂人參與創作演

唱，民進黨當局聲稱是「統戰」，而且參與創演
的台灣音樂人遭到不同程度的網絡攻擊。國台辦
對此有何評論？

歌曲展示盼團圓的骨肉親情
朱鳳蓮指出，《我們同唱一首歌》這首歌，由

台海之聲和看台海製作推出。她聽了幾遍，很贊
同台灣網友的一句評論，這是兩岸音樂人送給大
家的「一份新年禮物」。這首歌以台灣三兄妹憑
借半張族譜到福建尋找祖籍地為背景，兩岸音樂
人用心用情創作演繹，充分展示了台灣同胞思鄉
盼團圓、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骨肉親情。朱鳳蓮
引用歌詞稱，「尋根路，你我對話，穿越了海
峽，兩岸從來是一家」，透過這首歌，我們期待
海峽兩岸的同胞們不僅一同唱歌，更要一起尋
根，一起打拚。至於這首歌在島內受到一些綠媒
和網軍攻擊，朱鳳蓮強調，我們認為對於兩岸的
親情，對於兩岸的聯結，任何造謠扯謊、惡意煽
動、挑撥生事，都是蒼白的，台灣同胞堂堂正正
表達對祖國的感情、表達認祖歸宗的思念，是任
何人離間不了、打壓不了的。

歌曲由兩岸藝人共同創作
據介紹，《我們同唱一首歌》由著名台灣音樂

人方文山作詞，蕭敬騰、歐陽娜娜、陳立農3位
台灣歌手與袁婭維、張傑2位大陸歌手共同獻
唱。歌曲以台灣三兄妹在爺爺去世後，憑借半張
族譜到福建尋找祖籍地為創作背景，歌詞以普通
話、閩南話相結合，飽含兩岸血濃於水的骨肉親
情。MV取景橫跨兩岸，除了台北101大樓入
鏡，台灣雲林北港媽祖與福建莆田湄洲媽祖兩座
神像隔着海峽對望，體現兩岸同根同源，觀之令
人動容。

歡迎台胞共享冬奧激情榮光快樂
關於北京冬奧會台籍人士的參與情況，朱鳳蓮

表示，北京冬奧會是全球冰雪運動的盛會，是兩
岸同胞共襄盛舉、共享榮光的平台，是兩岸同胞
攜手一起向未來的重要契機。「我們歡迎台灣同
胞參與北京冬奧會，共享冬奧盛會的激情、榮光
與快樂。」她指出，在運動員參賽方面，據了
解，台灣地區運動員有望參與速滑、雪橇和高山
滑雪等項目角逐，祝願他們勇於拚搏，勇創佳
績。
朱鳳蓮稱，在媒體採訪方面，根據此次冬奧會

的防疫要求，目前在北京駐點的5家台灣媒體8
名記者報名參加冬奧會非註冊記者採訪工作。
「我們將配合冬奧組委會，為台灣記者採訪報道
冬奧會提供協助和便利，希望記者們通過採訪報
道，給兩岸同胞帶來一場精彩的體育盛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蔬菜、豬
肉等食品價格回落，帶動去年12月中國居民消費
價格指數（CPI，Consumer Price Index ）再度降
至2%以下，去年全年CPI同比上漲0.9%，遠低於
漲幅3%左右的預期目標。專家預計今年CPI有望
溫和抬升，工業品價格高位快速回落，但疫情下
全球通脹演化仍有不確定性。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12月CPI同比上

漲1.5%，漲幅比11月回落0.8個百分點，食品價
格同比下降1.2%，非食品價格上漲2.1%。12月扣
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漲1.2%，漲
幅與上月相同。
CPI同比回落，重返「1%時代」，主要是因為

供給充足下鮮菜價格回落，豬肉價格維持在低
位，以及高基數因素等。數據顯示，12月豬肉價
格同比下降36.7%，降幅擴大4個百分點；鮮菜價
格上漲10.6%，漲幅大幅回落20個百分點。
中信證券宏觀分析師程強指出，去年12月，中

國多地出現疫情，影響居民出行和消費，同時疊
加基數效應，CPI同比回落。食品價格下降是拖累
CPI下行的主因，非食品中生活用品及服務、衣着
等價格亦出現環比上行，後續隨着中國疫情進一
步受控，交通通信、餐飲、住宿等與線下消費相
關商品及服務價格可能上行，同時豬肉價格可能
於2022年中前後觸底回升，預計2022年CPI呈逐
季上行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 完善選舉制度後新一屆
立法會的首次大會，即行政長官答問大
會，以理性、有序、高效的新風貌開啟議
會新篇章。答問會順暢進行逾兩小時，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回答議員17條質詢，創答
問會質詢數量新高，而且答問過程互動頻
頻、精彩紛呈。
議員質詢內容涵蓋廣泛，既涉獵防疫政

策、民生要務、經濟發展，亦涉及國家安
全、人才政策等重大管治問題，更從過
去、現在和未來三個維度審視政府政策的
不足、監察政策的執行進度，關注政策的
未來走向，整場答問會理性又不乏尖銳、
宏觀又不失貼地，向市民展現新議會應有
的新氣象。
答問會上，議員質詢的內容涵蓋廣泛。

第五波疫情襲港，防疫抗疫是議員關注的
重點議題之一，他們關注抗疫政策，亦關
注疫情下不同群體的利益。議員陳凱欣建
議政府推出嚴厲的防控措施，包括全面檢
測和把握農曆新年前的最佳時機即時推出
在家工作；議員李世榮則表達市民對落實
防疫政策疏漏的不滿，希望政府嚴守「外
防輸入」；議員陳振英則希望政府關注在
收緊防疫措施下中小企的生存環境，優化
「銀行業中小企貸款協調機制」幫他們渡

過難關等；議員周小松就希望為工友爭取
現金津貼幫他們渡過年關。

重中之重改善民生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當然是議員關注的

重中之重。答問會的首個問題就是涉及打
工仔利益的民生問題，由工聯會議員鄧家
彪提出，他關注政府取消強積金「對沖」
工作的進度，及法例生效日期能否提前；
議員陳學鋒則聚焦劏房，要求政府給出解
決房屋問題的明確路線圖和時間表，並建
議出台「解近渴」的房屋政策等。

上月CPI漲1.5% 去年全年升0.9%

國徽下議會更莊重
會議廳內懸掛了國徽和

區徽，標誌着特區政治體
系的里程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2日出席
第七屆香港立法會首次大會時這樣表示。在
國徽下的議會，愛國愛港的議員亦倍感責任
在肩，第一次大會已觸及社會廣泛議題，為
市民就防疫抗疫、房屋、安老等議題提問。

懸掛國徽的會議廳較往日多了一份莊重，
會議舉行前半小時，議員們魚貫步入換上新

裝的議事廳內，他們的目光均被國徽、區徽
所吸引。

正如吳秋北其後在其Facebook上的帖文形
容︰「新一屆立法會，在國徽和區徽下開好
局，沒有以前的烏煙瘴氣。」他相信，「新
一屆議會，希望每位同事都能衷誠合作，盡
心盡力搞好香港，讓每位香港市民都能安居
樂業，社會繁榮進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第七屆立法會召開首次大會香港第七屆立法會召開首次大會，，暨行政長官答暨行政長官答
問會問會。。當日當日，，香港立法會會議廳內懸掛起國徽區香港立法會會議廳內懸掛起國徽區
徽徽。。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港立會新氣象港立會新氣象 1717答問新紀錄答問新紀錄

龐建國墮樓身亡表達抗爭 值得島內醒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民黨

前民意代表龐建國11日墮樓身亡，生前發文
提到「不公不義的台灣」，引發網友討論。
國務院台辦發言人朱鳳蓮12日在例行新聞發
布會上表示，龐建國先生以悲壯的方式表達
對民進黨倒行逆施的抗爭，應該引起島內民
眾醒思。
朱鳳蓮說，得知龐建國先生不幸去世，我

們深感痛惜，在此表達深切哀悼。龐先生堅
持一個中國原則，致力於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積極推動兩岸交流合作，一直同「台

獨」分裂勢力作鬥爭，令人欽佩。先生去世
前，多次發文譴責民進黨當局執政下「不公
不義的台灣」，用這樣一種悲壯的方式表達
抗爭，值得廣大台灣同胞醒思。有記者關心
兩岸關係在新的一年能否有正面期待，朱鳳
蓮答問指出，的確，島內局勢由於民進黨的
操弄處在一個暗黑時期，但兩岸關係的時與
勢在主張發展兩岸關係與和平統一的力量一
邊，沒有理由悲觀。只要兩岸同胞攜起手
來，反對「台獨」，加強兩岸交流合作、深
化融合發展，就一定能夠共創光明未來。

●●《《我們同唱一首歌我們同唱一首歌》》由台灣音樂人方文山作由台灣音樂人方文山作
詞詞，，蕭敬騰蕭敬騰、、歐陽娜娜歐陽娜娜、、陳立農陳立農33位台灣歌手與位台灣歌手與
袁婭維袁婭維、、張傑張傑22位大陸歌手共同獻唱位大陸歌手共同獻唱。。圖為圖為《《我我
們同唱一首歌們同唱一首歌》》MVMV。。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
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圓圖）12 日應詢
表示，民進黨當局慣

於通過政治操弄，在島內製造、強化「台
海有事，美國一定幫」的幻象。

事實上，島內民眾很清楚，美國真正
在意的只是滿足美國需要、服務美國利
益，根本不會把台灣利益和台灣民眾當
回事。
民進黨當局日前高調舉行所謂針對解放

軍的模擬巷戰，而後美、日又宣布達成所
謂「護台」重大防務合作協議。

有輿論認為，台與美日勾結不會影響
中國統一大勢，只會給島內民眾帶去災
難。
對此，朱鳳蓮還指出，民進黨當局不自

量力，妄圖「以武謀獨」，不僅嚴重損害
台灣民眾福祉，還會加劇台海緊張動盪，
把台灣民眾推向危險境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任芳頡北京報道）國家鄉
村振興局最新發布，2021年全國脫貧人口務工規
模達3,145萬人，超過年度目標任務。2022年將採
取措施，力爭脫貧人口就業水平超過2021年。專
家認為，就業務工是脫貧和致富的一個重要手
段。
3,145萬規模意味着脫貧人口中大部分有勞動能

力的人都實現了務工就業。未來要讓這部分人穩
定就業，需鼓勵有能力的人進城就業，並穩定和

壯大鄉村產業規模，還需有相應的幫扶政策及時
落地。
國家鄉村振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2月

底，全國脫貧人口務工規模達到3,145萬人，超年
度目標任務近 126 萬人，是全年目標任務的
104.17%。2021年脫貧人口人均純收入預計超
1.25萬元（人民幣，下同），比2020年增加1,790
元以上，增長16.5%以上。有勞動力的易地扶貧
搬遷戶實現了每戶1人以上就業。

近日，民進黨當局高調舉行所謂針對解放軍
的模擬巷戰，美日隨後宣佈達成所謂「護台」
重大防務合作協議。短期內連續發生的兩件
事，讓一些「台獨」分子有了新的謀「獨」幻
想空間。但幻想終歸是幻想。正如國台辦發言
人朱鳳蓮12日應詢表示，民進黨當局妄圖勾連
外部勢力「以武謀獨」，絕不可能得逞。
正所謂「兵者凶事，不可為首」。然而，民

進黨當局卻不顧島內民眾希望台海和平的呼
聲，在2022年之初就自不量力地炒作針對解放
軍的模擬巷戰，說到底，就是想繼續操弄島內
「反中」「仇中」民粹，以實現其「以武謀
獨」的目的。
但事實已經多次印證，這完全是民進黨當局

的癡心妄想。一直以來，大陸始終牢牢掌握著

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導權主動權，解放軍更是震
懾「台獨」分裂勢力的「鐵拳」。從台灣防務
部門時刻緊盯解放軍軍機繞台行動就可看出，
解放軍的一舉一動都令「台獨」分子望而生
畏。為了自我壯膽，也為了欺騙島內民眾，民
進黨當局去年起大肆鼓吹花重金向美國購買的
F-16V戰機，妄想以此對抗解放軍軍機。但言
猶在耳，F-16V剛「成軍」54天，就發生墜機
事故。由此可見，「台獨」尋求任何武力對抗
都將是自尋死路。
其實，民進黨當局之所以敢站在民心和歷史

潮流的對立面「以武謀獨」，一大原因就是一
廂情願地認為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勢力撐
腰支持。就比如剛剛結束的美日「2+2」會
談，兩國對台海問題的聚焦以及會後出台的重

大防務協議，似乎讓民進黨當局看到了謀
「獨」幻想所要借助的「邪風」。但實際上，
美國通過這場會晤真正想打造的是加強版的盟
友體系，服務的是其全球戰略目標，滿足的是
其自身利益需要，台灣在其中不過是一枚可憐
的棋子。所謂「台海有事，美國一定幫」，不
過是民進黨當局的黃粱一夢。
「台獨」覆滅的宿命，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

流。民進黨當局數典忘祖、背叛祖國，勾連外部
勢力行分裂國家的卑劣之舉，只會給島內民眾帶
來災禍。奉勸民進黨當局趁早認清大勢，勿再鋌
而走險，「以
武謀獨」只會
加速其覆滅的
進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國台辦
發言人朱鳳蓮在12日的發布會上透露，在大陸
的台資企業可充分享受《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RCEP）成員方關稅及原產地規則優
惠，貿易成本和商品價格將大幅降低，有助打
開更廣闊市場。「我們將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台
商台企在大陸實現穩定、良好發展，歡迎更多
台商台企來大陸投資興業，歡迎更多台灣同胞
來大陸追夢築夢圓夢。」多位台商向大公報表
示，這對台商到大陸投資興業無疑是利好消
息。
朱鳳蓮表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於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這是
一個現代、自由、高質量、互惠的大型區域自
貿協定，標誌着當前世界人口最多、經貿規模
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正式起航，
成員之間貿易、投資等方面將實現高水平的自
由化和便利化，為區域和全球經濟復甦增長注
入強勁動力。
據悉，RCEP生效後，區域內90%以上貨物貿

易將逐步實現零關稅，貿易成本和商品價格將

大幅降低，特別在石化、機械、紡織、農業等
重點領域將更為明顯。朱鳳蓮指出，在大陸的
台資企業可充分享受RCEP成員方關稅及原產地
規則優惠，打開更廣闊市場。同時，大陸各項
區域發展規劃、支持企業融入高質量發展的政
策措施以及加快改革開放等各項紅利疊加，將
為台胞台企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提供更多發
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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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發出的首趟至台灣的鐵海聯運專列
日前抵達廈門港。 中新社 ��海峽海峽 時評

國台辦：大陸台企可享RCEP優惠關稅

民進黨當局幻想「以武謀獨」只會加速覆滅

朱鳳蓮：「台海有事美國一定幫」是幻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