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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2022年 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前 言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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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对台工作理论和实
践创新，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有力维
护台海和平稳定，扎实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但一个时
期以来，台湾民进党当局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
一些外部势力极力搞“以台制华”，企图阻挡中国实现
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这是中国统一大业新
的历史方位。

中国政府于 1993 年 8 月、2000 年 2 月分别发表
了《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
湾问题》白皮书，全面系统阐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基
本方针和有关政策。 为进一步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
部分的事实和现状， 展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追
求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阐述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政府在新时代推进实现祖国统一的立场和
政策，特发布本白皮书。

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不容置疑也不容改变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 法理事实
清楚。 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海峡两岸深
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 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
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景。公元 230年，三国时期
吴人沈莹所著《临海水土志》留下了关于台湾最早的
记述。隋朝政府曾三次派兵到时称“流求”的台湾。宋
元以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开始在澎湖、台湾设治，
实施行政管辖。 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南部。
1662 年， 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
湾。 清朝政府逐步在台湾扩增行政机构，1684 年设
立台湾府， 隶属福建省管辖；1885 年改设台湾为行
省，是当时中国第 20个行省。

1894年 7月，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次
年 4 月迫使战败的清朝政府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收复台湾的
主张。 1937年 5月 15日，毛泽东同志会见美国记者
尼姆·韦尔斯时表示：“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
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
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 ”

1941 年 12 月 9 日， 中国政府发布对日宣战布
告，宣告“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
之关系者 ，一律废止 ”，并宣布将收回台湾 、澎湖列
岛。1943年 12月 1日，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
言》 宣布， 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
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1945年
7月 26日， 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 后来苏联参加的
《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
年 9 月，日本签署《日本投降条款》，承诺“忠诚履行
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 10月 25日， 中国政
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并在台北举行“中国
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 由此，通过一系列具有国际
法律效力的文件，中国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宣告成立， 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这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
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替， 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
疆域没有改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完
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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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从
未分割也决不允许分割，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的地位从未改变也决不允许改变。

1971年 10月， 第 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758
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
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
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这一决议不
仅从政治上、 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
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而且明确了中国在

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
台”的问题。 随后，联合国相关专门机构以正式决议等
方式，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合法席位，驱逐台湾
当局的“代表”，如 1972年 5月第 25届世界卫生大会
通过第 25.1号决议。 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办公室官
方法律意见明确指出，“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没有独
立地位”，“台湾当局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府地位”。 实
践中， 联合国对台湾使用的称谓是 “台湾， 中国的省
（Taiwan，Province of China）”①。

联大第 2758号决议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
文件，国际实践充分证实其法律效力，不容曲解。台湾
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
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
个别国家一些势力与“台独”分裂势力沆瀣一气，妄称
该决议没有处理“台湾的代表权问题”，炒作非法无效
的“旧金山和约”②，无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在
内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 再度鼓吹 “台湾地位未
定”，宣称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其实
质是企图改变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地位，制造“两
个中国”、“一中一台”，实现其“以台制华”的政治目
的。 这些行径歪曲联大第 2758号决议，违反国际法，
严重背弃有关国家对中国作出的政治承诺，侵犯中国
的主权和尊严，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此，中国政
府已经表明了反对和谴责的严正立场。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是遵守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应有之义。 目前，全世界有包括
美国在内的 181 个国家， 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
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8年 12月发表的《中美
建交公报》 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
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利
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 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
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1982年 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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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3月，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规定：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
义务。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家绝不允许‘台独’
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 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
出去。 ”2015年 7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安全法》，规定：“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和
分割。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
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
史事实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地位不容改变。 任何歪曲事实、
否定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都将以失败告终。

二、中国共产党坚定不
移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 在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把争取台
湾摆脱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大家庭、实现包括台湾同胞
在内的民族解放作为奋斗目标，付出了巨大努力。

中国共产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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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带领两岸同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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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后，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思想、基本
原则和政策主张；进行了解放台湾的准备和斗争，粉碎
了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图谋，挫败了各种制造“两个
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促成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权利， 争取了世界上绝大
多数国家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为实现和平统一创造了
重要条件。 中共中央还通过适当渠道与台湾当局高层
人士接触，为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积极努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出发，在实现中美建交的时代条件下，在争取和平解
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 确立了争取祖国和平统
一的大政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
度”的科学构想，并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澳门
问题；主动缓和两岸军事对峙状态，推动打破两岸长
期隔绝状态，开启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大门，使两岸
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③；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
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开启两岸协商谈判，实现两岸
授权团体负责人首次会谈， 持续扩大两岸各领域交流
合作；坚决开展反对李登辉分裂祖国活动的斗争，沉重
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
实行“一国两制”，对解决台湾问题产生积极影响。

中共十六大以后，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针
对岛内“台独”分裂活动猖獗制定实施《反分裂国家
法》，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主要领导人
60 年来首次会谈， 坚决挫败陈水扁 “法理台独”图
谋；开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推动两岸制度化
协商谈判取得丰硕成果，实现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
通”，签署实施《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两岸
关系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全面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
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朝着
正确方向发展，形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
的总体方略，提供了新时代做好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
和行动纲领。 2017年 10月，中共十九大确立了坚持

“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的基本方略，强调：“绝不
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
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201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
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郑重提出了新时代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重大政策
主张：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探索
“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
平统一基础；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引领两岸关系发
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举措：

———推动实现 1949 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
晤、直接对话沟通，将两岸交流互动提升到新高度，为
两岸关系发展翻开了新篇章、开辟了新空间，成为两
岸关系发展道路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双方两岸事务主
管部门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建立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
两部门负责人实现互访、开通热线。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两
岸政党党际交流，与台湾有关政党、团体和人士就两
岸关系与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深入交换意见，达
成多项共识并发表共同倡议， 与台湾社会各界共同
努力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以两岸同胞福祉
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完善促
进两岸交流合作、 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
政策措施，实行卡式台胞证，实现福建向金门供水，
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
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持续率先同台湾同
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排除“台独”分裂势力
干扰阻挠， 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和人员往来走
深走实。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持举办海峡论坛
等一系列两岸交流活动， 保持了两岸同胞交流合作
的发展态势。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决反对
“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
定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
有力震慑“台独”分裂势力。 妥善处理台湾对外交往
问题，巩固发展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推动下，70 多年来特别是
两岸隔绝状态打破以来，两岸关系获得长足发展。两
岸交流合作日益广泛，互动往来日益密切，给两岸同
胞特别是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充分说明
两岸和则两利、 合则双赢。 1978年两岸贸易额仅有
4600万美元，2021年增长至 3283.4 亿美元， 增长了
7000多倍； 大陆连续 21年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每年为台湾带来大量顺差； 大陆是台商岛外投资的
第一大目的地，截至 2021 年底，台商投资大陆项目
共计 123781个、实际投资额 713.4亿美元④。 1987年
两岸人员往来不足 5万人次，2019年约 900 万人次。
近 3年来受疫情影响， 线上交流成为两岸同胞沟通
互动的主要形式，参与及可及人数屡创新高。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
骨，是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共
产党为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不懈奋斗
的历程充分表明：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
任何人任何势力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必须坚持
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谋幸福， 始终
致力于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必须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把握民族根本利益
和国家核心利益，制定实施对台方针政策；必须坚持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同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企图阻挡祖国统一的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必须坚
持大团结大联合，广泛调动一切有利于反“独”促统
的积极因素，共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三、祖国完全统一进程
不可阻挡

当前， 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都发生深刻复杂变
化的时代背景下， 推进祖国完全统一面临着新的形
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驾驭复杂局面、战胜风
险挑战的综合实力和必胜信心， 完全有能力推动祖
国统一大业阔步前进。

（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 追求统一、
反对分裂始终是全民族的主流价值观，这一价值观早
已深深融入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近代以后，由
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
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台湾被日本霸占半个
世纪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近代屈辱的缩影，给两岸同
胞留下了剜心之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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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同胞
应该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抚平历史创伤。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才能
使两岸同胞彻底摆脱内战的阴霾， 共创共享台海永
久和平；才能避免台湾再次被外国侵占的危险，打掉
外部势力遏制中国的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才能清除“台独”分裂的隐患，稳固台湾作为
中国的一部分的地位，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
更好地凝聚两岸同胞力量建设共同家园， 增进两岸
同胞利益福祉， 创造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
美好的未来。 正如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
生所言：“‘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
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

中华民族在探寻民族复兴强盛之道的过程中饱
经苦难沧桑。 “统则强、分必乱”，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所决
定的，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和势所决定的。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更接近、更有信心和

能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目标。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
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全体中华儿女
团结奋斗， 就一定能在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二）国家发展进步引领两岸关
系发展方向

决定两岸关系走向、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关键因
素是国家的发展进步。国家发展进步特别是 40多年来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深刻影响
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无论
何党何派在台湾掌权， 都无法改变两岸关系向前发展
的总体趋势和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⑤，1980年，大陆生
产总值约 3030亿美元， 台湾生产总值约 423亿美元，
大陆是台湾的 7.2倍；2021年，大陆生产总值约 174580
亿美元，台湾生产总值约 7895亿美元，大陆是台湾的
22.1倍。 国家发展进步特别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
防实力持续增强，不仅有效遏制了“台独”分裂活动和
外部势力干涉，更为两岸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带
来了巨大机遇。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
来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促进了两岸社会各界交
往交流交融，加深了两岸同胞利益和情感联系，增进了
两岸同胞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有力牵引着两岸关系
沿着统一的正确方向不断前行。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已经踏上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大陆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
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
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并持
续转化为推进统一的动力。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使大陆
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大陆对台湾社会的
影响力、吸引力不断扩大，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础更
雄厚、能力更强大，必将有力推动祖国统一进程。

（三）“台独”分裂势力抗拒统一
不会得逞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所谓“台湾独立”，
是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 是分裂国家的严重
罪行，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是走不通的绝路。

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勾连外部势力
不断进行谋“独”挑衅。他们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歪
曲否定“九二共识”，妄称“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公然抛出“新两国论”；在岛内推行“去中国
化”、“渐进台独”，纵容“急独”势力鼓噪推动“修宪修
法”，欺骗台湾民众，煽动仇视大陆，阻挠破坏两岸交流
合作和融合发展，加紧“以武谋独”、“以武拒统”；勾结
外部势力， 在国际上竭力制造 “两个中国”、“一中一
台”。 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导致两岸关系紧张，危
害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和平统一前景、挤压和平统一空
间，是争取和平统一进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

台湾是包括 2300 万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
人民的台湾，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
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决心不可动摇、 意志坚如磐
石，这是挫败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的根本力量。 100
多年前中国积贫积弱，台湾被外国侵占。 70 多年前
中国打败侵略者，收复了台湾。 现在的中国，跃升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
实力大幅增强，更不可能再让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搞“台独”分裂抗拒统一，根本过不了中华民族的历
史和文化这一关，也根本过不了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
决心和意志这一关，是绝对不可能得逞的。

（四）外部势力阻碍中国完全统
一必遭失败

外部势力干涉是推进中国统一进程的突出障
碍。美国一些势力出于霸权心态和冷战思维，将中国
视为最主要战略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 竭力进
行围堵打压，变本加厉推行“以台制华”。 美国声称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但美国一些势
力在实际行动上却背道而驰。他们虚化、掏空一个中
国原则，加强与台湾地区官方往来，不断策动对台军
售，加深美台军事勾连，助台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拉拢其他国家插手台湾问题， 不时炮制损害中国主
权的涉台议案。 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一方面怂
恿“台独”分裂势力制造两岸关系紧张动荡，另一方
面却无端指责大陆 “施压”、“胁迫”、“单方面改变现
状”，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给中国实现和平
统一制造障碍。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干涉别国内政等重要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的基石。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
家的神圣权利，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可以采取一切必要
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不容外部势力干
涉。美国的一些反华势力以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和
“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幌子，刻意歪曲台
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性质，企图否定中国政府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充分暴露
了他们搞“以台制华”、阻挠中国统一的政治图谋，必
须予以彻底揭露和严正谴责。

外部势力打“台湾牌”，是把台湾当作遏制中国
发展进步、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棋子，牺牲的是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和光明前途， 绝不是为了台湾
同胞好。他们纵容鼓动“台独”分裂势力滋事挑衅，加
剧两岸对抗和台海形势紧张， 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
定，既违逆求和平、促发展、谋共赢的时代潮流，也违
背国际社会期待和世界人民意愿。新中国成立之初，
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政府紧紧依靠人民，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
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
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展现了我们不畏强暴、反抗强
权的铮铮铁骨。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
决不会在任何外来干涉的压力面前退缩， 决不会容
忍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到任何损害。 “挟洋谋

独”没有出路，“以台制华”注定失败。
要安宁、要发展、要过好日子，是台湾同胞的普

遍心声，创造美好生活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在中
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迎来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一穷二白、
人口众多的祖国大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们更有
条件、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让两
岸同胞都过上更好的日子。 祖国统一的历史车轮滚
滚向前，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
推进祖国统一

在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和对台大政方针，扎实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融合发展，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一）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基本方针

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
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最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
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
选择。 尽管几十年来遇到困难和阻力，但我们仍然坚
持不懈地争取和平统一， 这体现了我们对民族大义、
同胞福祉与两岸和平的珍视和维护。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实现和
平统一作出的重要制度安排，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一个伟大创举。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
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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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主张，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祖国大
陆的社会制度，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两种社会制度长
期共存、共同发展。 “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
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
内。我们将继续团结台湾同胞，积极探索“两制”台湾
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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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两制”提出以来，台湾一些政治势力曲解
误导，民进党及其当局不遗余力地造谣抹黑，造成部
分台湾同胞的偏颇认知。 事实是，香港、澳门回归祖
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
举世公认的成功。 同时，一个时期内，受各种内外复
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
现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审时度势，采取
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
度体系，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进
入由治及兴的新阶段， 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 促进
“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

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必须面对大陆和台湾社会
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这一基本问题。 “一国两制”正
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出的最具包容性的方案。 这
是一个和平的方案、民主的方案、善意的方案、共赢
的方案。 两岸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
裂的借口。 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国两制”
将被广大台湾同胞重新认识； 在两岸同胞共同致力
实现和平统一的过程中，“两制” 台湾方案的空间和
内涵将得到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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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协商谈判可以有步骤、
分阶段进行，方式可灵活多样。 我们愿意在一个中国
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同台湾各党派、团体和
人士就解决两岸政治分歧问题开展对话沟通，广泛交
换意见。 我们也愿意继续推动由两岸各政党、各界别
推举的代表性人士开展民主协商，共商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的大计。

（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融合发展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是通向和平统一
的重要途径，是造福两岸同胞的康庄大道，需要凝聚
两岸同胞力量共同推进。 我们要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进程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密切两岸交流合作，拉
紧两岸情感纽带和利益联结， 增强两岸同胞对中华
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铸牢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
厚植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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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先在福建建设海峡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推进两岸应通尽通，不断提升
两岸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
行业标准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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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
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壮大
中华民族经济。

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
的制度和政策，依法维护台湾同胞正当权益。支持台
胞台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和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融入新发展格局，参与高质量发
展，让台湾同胞分享更多发展机遇，参与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进程。

排除干扰、克服障碍，不断扩大两岸各领域交流
合作。 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加强两岸基层民众和青少年交流，吸引更
多台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来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
活，使两岸同胞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逐步
实现心灵契合。

（三）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
来干涉图谋

搞“台独”分裂只会将台湾推入灾难深渊，给台
湾同胞带来深重祸害。 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
华民族整体利益，必须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促进祖
国和平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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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
挠中国统一进程的图谋和行径， 都将遭到包括台湾
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任何人都不
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
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下转 ４版）

目 录
前 言

一、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容置
疑也不容改变

二、 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祖
国完全统一

三、祖国完全统一进程不可阻挡
（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必然要求

（二）国家发展进步引领两岸关系发展
方向

（三）“台独”分裂势力抗拒统一不会得逞
（四）外部势力阻碍中国完全统一必遭

失败

四、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祖国
统一

（一 ）坚持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基本
方针

（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
发展

（三）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图谋

（四）团结台湾同胞共谋民族复兴和国家
统一

五、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
（一）台湾发展空间将更为广阔
（二）台湾同胞切身利益将得到充分保障
（三）两岸同胞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四）有利于亚太地区及全世界和平与

发展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