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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近了，扑面情浓是年味。对
两岸中国人来说，春节是最隆重的传
统佳节，是阖家团圆、喜迎新春的日
子。在大陆学习工作生活的台胞，这
个年他们打算怎么过？是返乡团聚还
是就地过年？如就地过年的话需要哪
些帮助？这些都深深牵动着祖国大陆
的心。

有的台胞台商决定返台回家陪伴
家人团圆。我们牵挂他们，返乡之路
是否安心顺利？大陆会尽最大努力，
统筹考虑疫情防控和台胞返乡需求，
为他们提供积极协助，情暖台胞回家
路。各地台办都已行动起来，以多种
形式走访慰问台胞台商，深入了解具
体需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尤其在
施打疫苗方面做到“愿接尽接”，让
有意愿返乡的台胞安心回家。

还有相当部分台胞受疫情影响，
决定留在大陆和亲人朋友一起过春
节。他们的祈盼，我们也感同身受。
我们牵挂他们，故乡不分两岸、团圆
一处便是家，希望他们就地过年一样
喜庆热闹，春节假期过得充实欢快。

这些天来，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湖北等地未能返乡的台胞都收到
了慰问品、慰问信、大礼包，他们体
会到幸福不减、年味不淡。许多台胞
台商表示：“安心”“暖心”“贴心”“用
心”……礼轻情意重，从中感受到了亲
人般的关怀、亲情般的温暖。

两岸从来是一家，骨肉天亲隔不
断。大陆各级政府一直以来高度关心、
关注在大陆的台胞，像为大陆百姓服
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数十年来，每到
岁末年初都会以各种方式向台胞送去
新年问候和新春祝福。同时，也会为
他们来年在大陆实现更好发展提供一
些真诚的建议。

当前，大陆正持续推进“十四
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走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上，台胞台商来大陆发展，迎来
更大机遇和广阔空间。如何融入祖国
发展的大局，在两岸深化融合发展中
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在此，对台胞也
说上几句心里话。

一是将自身发展融入当地，“当

主人、不当客人”。随着两岸融合发
展不断走深走实，越来越多的台胞选
择“登陆”发展，他们的脚步从城市
走向乡村，从写字楼走向社区，从求
学工作到参与社会治理。数以十万计
的台胞，青春年华都在大陆的工作学
习所在地度过，那里有打拼的汗水、
泪水，也有收获的欢笑与幸福，说它
是第二故乡也不为过。“心之所系即
为家”，不妨以主人翁的姿态，全身
心投入热情与才智，把事业发展和家
园建设有机统一起来，把个人发展同
民族复兴紧密联系起来，如此才能更
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必将收获
赢得乡亲与社会肯定的满足感。

二是做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的桥梁
和纽带。“要交流、要和平、要发
展”从来都是两岸主流民意，过去一
年，两岸同胞克服万难，积极开展了
近 800场民间交流活动，许多台胞深
度参与大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公
益慈善等社会事业，众多台湾艺人踊
跃发声，致敬戍边英雄、力挺新疆
棉、为河南水灾捐款，表达了广大台

胞的心声。这些充分说明两岸同胞交
流合作、走近走亲的愿望是发自内心
的，两岸同胞命运与共、血浓于水的
纽带是永远割不断的。2022年两岸交
流交往活动只会更多、更丰富，台胞
台商不妨踊跃参与、延续热度，并用
亲身经历和感受鼓励更多人融入两岸
交流的澎湃大潮，让自己既成为两岸
融合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成为
推动者、受益者，为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搭起一座座友谊之桥、希望之桥。

亲望亲好，祖国大陆始终是广大
台湾同胞的坚强后盾和笃定依靠。未
来大陆将一如既往关心关爱台湾同
胞，同台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为台
胞台资企业提供同等待遇，两岸同胞
更应充满信心、精诚合作，立足中华
民族复兴新的历史方位，抓住新机
遇，再创新辉煌。

祖国大陆是广大台胞的笃定依靠
汪灵犀

2021 年 6 月 12 日，苏州市海峡两岸婚姻家庭举办的活动
中，一位小朋友在唱毕 《我们都是一家人》 后高举“一家亲”
的牌子。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刘明
洋） 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公布第五轮

“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总额约35.7
亿港元，大部分资助措施 1 月 17 日
起可接受申请，争取在农历新年前
后发放。

因应最新疫情发展，特区政府
从1月7日起收紧社交距离措施。相
关措施对一些行业带来影响，尤其
是被要求关闭的商业处所和禁止晚
上 6 时后提供堂食的餐厅。因此，
特区政府决定迅速推出第五轮“防
疫抗疫基金”支援措施。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

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此轮“防疫
抗疫基金”措施有两部分，包括向
受新一轮收紧社交距离措施直接影
响的处所和人士提供支援，如餐
厅、美容院、健身中心、体育教
练、个人艺术工作者等，以及向因
未能恢复与海内外人员往来而长期
处于“冰封”状态的行业提供支援，如
旅游业和跨境客运业等。

林郑月娥表示，向合资格处所
及人士发放的资助将会以第四轮基
金为蓝本，采用精简程序。“防疫抗
疫基金”有 40 多亿港元剩余款项，
所以不需要再向立法会申请拨款。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记者白阳） 新
时代如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对台工作？日
前，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第六次会员大
会在京召开。围绕“两岸关系的新挑战新机
遇”等议题，与会专家学者及相关人士展开
深入交流。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 明确，解决台湾问题、实
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
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认为，这一论述在现行宪
法“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
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的表述基础
上，进一步阐明了完成祖国统一的必要性和
必然性。

“与过去相比，大陆在推进国家统一上更
加充满自信、更加务实灵活。”中国社科院台
湾研究所副所长朱卫东说，党的十九大已将
完成祖国统一这一党的重要历史任务，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目标统一
起来，擘画出祖国统一的路线图。

近年来，大陆出台一系列涉台法律法
规，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
保障，为维护台胞台企合法权益、促进两岸
交流交往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对台工作，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的实践要求，也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
对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有效手段。”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勇表
示，目前，涉台法律法规逐步形成制度体
系，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两岸扩大民间交流、促进融合发展，既
是大义，更具大利。要突出以通促融、以惠
促融、以情促融，勇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新路。”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
书长张鸣起说，法学法律工作者要积极宣传
我们的法律制度、法学研究成果和法治发展
经验，广泛团结台湾地区法学法律工作者，
为两岸法学法律界的交往搭建桥梁。

国台办法规局局长张万明表示，要进一
步加强海峡两岸法学法律界的交流，扎扎实
实做好涉台法学研究、取得高质量学术理论成果，坚决反对“台
独”分裂行径，有力服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积极推
进祖国完全统一进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是
指导涉台法学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的根本遵循。”海峡两岸法学交
流促进会会长王其江表示，要充分发挥联系和团结海峡两岸法学
法律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不
断深化两岸法学交流合作，为实现祖国统一贡献法治力量。

海峡两岸法学交流促进会于1995年成立，是中国法学会主管
的涉海峡两岸关系法律问题研究的全国性社团，主要由海峡两岸
法学法律界及其他相关界别的代表人士组成，旨在开展法学学术
交流活动、提供两岸法律服务，推动两岸经贸往来，反对“台
独”，促进祖国统一。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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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临近，在深圳，学生们纷纷走进读书馆和书店，以阅读经典作品、分享读书心得的形式度过一个充满书香的假期。图为1月14日，深圳
欢乐港湾钟书阁，小朋友在阅读。 鲍赣生摄 （人民视觉）

乐享阅读时光乐享阅读时光乐享阅读时光

近日，“2022美高梅澳门国际帆船赛”在澳门举行，赛事的举办将进
一步促进澳门海上体育活动发展，持续推动澳门作为国际旅游休闲中心
的地位。图为参赛队伍在进行比赛。 图片来源：香港中通社

1月15日，台湾台北市孔庙邀请书法家现场挥毫写春联，与到场市
民一起体验版印斗方与红包袋，亲手印出虎年好福气。图为市民亲自动
手体验版印斗方、红包袋。 图片来源：香港中通社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段菁菁）“浙江是与台湾
经贸交流合作最密切的地区之一，作为台企，我
们有信心同心协力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浙江。”
近日，在杭州召开的推动台商台企融入新发展
格局暨新年座谈会上，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
旺家说。

1993 年进入浙江投资的旺旺集团，投资规模
从初期的 2500 万美元发展到目前的 4 亿多美元，
这让蔡旺家感慨良多。“作为大陆台资企业最集
中的地区之一，浙江正在全力协助台商台企融入
新发展格局，大大增强了我们在大陆投资发展的
信心。”

2021 年，浙江省深入贯彻实施“东引台资”
战略，引导台商台企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推进台资企业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
不断促进浙台经济融合发展。据统计，2021 年以
来浙江省重点推进台资大项目 17个，投资总金额
达 50 亿美元。其中，敏华未来汽车智慧产业园、
温州台商科技产业园等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方面
的重大台资项目在浙江“落地开花”。

“从无人车间到数据采集，企业有了脱胎换骨
的变化。”浙江省海促会台商台企专委会主任委
员、敏实集团董事会主席秦荣华说，在浙江省委
省政府的支持下，敏实集团打造的“未来工厂”

正式启用。“可以说，选择在浙江创业是最幸福的
事情。”

此外，2021 年，浙江在深入落实惠台政策方
面也取得新成效。如推动“八项惠及台青举措”取
得重要阶段成果，台青台商参与民宿合作项目 31
个，参与合作新农村项目39个；建立省级浙台青年
企业家联盟，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等
地相继成立两地青年企业家联盟；优化细化台胞
台青办理“台融卡”政策和流程，办理“台融
卡”2200 余张，授信总金额超 6000 万元人民币；
制订浙江省贯彻“农林22条”实施指南及10项工
作举措并对外发布，引起台商台资企业热烈反响。

浙江大力推动台商台资企业融入发展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