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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資料係為研究中國大陸歷次五年經濟計劃(規劃)涉臺文字內容，蒐整自第七
個五年計劃綱要至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所有涉及臺灣政策表述文字，並在各
段資料前加註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規劃綱要前，利用召開中央委
員全體會議，所提出針對當次五年經濟計劃(規劃)所提建議之涉臺文字，祈能佐
證中國大陸實踐以黨領政政治文化真貌，並提供從事中國大陸相關研究學者先進
參考運用：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係先於中國
共產黨第十二屆四中全會原則通過後，並續於 1985 年 9 月 23 日中國共產黨全
國代表會議審議通過；其涉臺文字內容係在該文件第(66)節：
(66) “七五”計劃的順利實施核國家經濟建設的進一步發展，必將為和平統一祖
國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中共中央希望，全國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同胞、台灣同
胞和海外僑胞，一切熱愛祖國的炎黃子孫，都來為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偉大
事業，做出堅持不懈的努力。
第七個五年計劃綱要係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 1986 年 3 月，以
審議通過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 1986 年 3 月 25 日，向其所提出《關於國民經濟與
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報告》完成程序，其中內容提到臺灣部分在最後結語
有以下文字：
“我國第七個五年計劃體現著包括港澳同胞、臺灣同胞、海外僑胞在內的全國各
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它的順利實施必將有力地推動振興中華、統一祖國的神聖事
業。臺灣是祖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七五”期間，我們一定要繼續按照“一
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同臺灣同胞以及一切擁護祖國統一的炎黃子孫一道，
積極促進海峽兩岸多方面的交往與合作，為和平統一祖國而進行堅持不懈的努
力。”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係於
1990 年 12 月 30 日由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其
涉臺文字係在第七章《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實現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
而奮鬥》第(68)節計有：
(68)繼續推進祖國統一大業。九十年代，我國將按照“一國兩制”的原則，在實
現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同時，積極推動海峽兩岸實現“三通”，加強交流，增
進了解，歡迎台商來大陸投資，促進祖國和平統一。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神聖
使命。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希望全國各族人民，包括香港、澳門、台灣同胞
和海外僑胞，積極投身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振興中華和促進祖國統一的偉大事

業。
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係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 1991 年 3 月，以
審議通過國務院總理李鵬在 1991 年 2 月 25 日，向其所提出《關於國民經濟與社
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完成程序，其中內容提到臺灣部
分在最後結語有以下文字：
“各位代表！
我們將堅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原則，積極促進海峽兩岸經濟和
文化的交流，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
最近一個時期，臺灣當局多次發表了有關主張國家統一的言論，並準備採取某些
客觀上有助於發展兩岸關係的措施。對此，我們表示歡迎。但是，我們也不能不
看到，臺灣當局迄今並未放棄“一國兩府”的立場，在國際上繼續推行“彈性外
交”，在兩岸關系上仍然限制直接“三通”和雙向往來。兩岸同胞都迫切要求近年
來已經出現的兩岸交往良好勢頭進一步發展，“三通”方面的人為障礙早日消除。
我們希望，臺灣當局繼續真正多做一些有利於兩岸直接“三通”和雙向交流，有利
於國家統一的實事。中國共產黨早已表示，願意同中國國民黨在平等的基礎上儘
早一起進行商談，可以先談國家統一問題，也可以先談兩岸關係的重要問題，包
括臺灣當局關心的問題；也願意同臺灣各黨派、各團體和各界人士接觸溝通，增
進了解，共商國是。我們歡迎臺灣同胞積極參與祖國大陸現代化建設，我們將為
此繼續提供方便，凡是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項目都可以享受規定的優惠。
香港和澳門……………(註：內容在此節略)
我們相信，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是愛國的，是願意為祖國的和平統一
和現代化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的。讓我們攜起手來，為此而共同努力。”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 2010 年遠景目標的建
議》係於 1995 年 9 月 28 日由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通過，其涉臺文字係在第六章《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為實現“九五”計
劃和 2010 年遠景目標而奮鬥》第(39)節計有：
(39)繼續推進祖國統一大業。這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國人民包
括台灣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的共同願望。“九五”期間我國將先後對香港、
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以下省略專門針對香港及澳門相關文字)………台
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一貫主張以“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解決台灣問題，堅決反對“台灣獨立”，反對任何旨在製
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圖謀，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要大力發展兩岸經
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加强两岸同胞的交往，積極為實現祖國和平
統一創造條件。
第九個五年計劃綱要則是透過 1996 年 3 月 17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
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 2010 年遠景

目標綱要》完成程序，其中內容提到臺灣部分僅在該文件第 11 章《促進祖國和
平統一大業》內文提到「積極推進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加強經濟文化交流與合
作，採取實際步驟加速實現兩岸直接“三通”，依法保護臺商的正當利益，促進和
平統一大業。」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係於 2000
年 10 月 11 日由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全篇並
未提及臺港澳，其涉臺內容係在結尾提到下述文字：
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而努力
奮鬥！
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是在 2001 年 3 月 15 日由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
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完成程序，其中
內容提到臺灣部分列在兩個不同章節，分別為第九篇《國防建設》第 24 章《加
強國防建設，保障國家安全》提到「實現祖國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要堅
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堅決打擊“臺獨”分裂勢力，早日完成祖國
統一大業。」以及第十篇《實施規劃》第 26 章《創新實施機制，保障實現規劃
目標》提到「繼續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
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香港、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鞏固和加強香港國際金融、
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加強港澳臺與內地的經濟合作及交流。」兩段文字。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係於 2005
年 10 月 11 日由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其涉臺
文字係在第十章《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為實現“十一五”規劃而奮鬥》第
(6)節計有：
(6)推進兩岸關係發展和祖國統一大業。貫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
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決不動搖、爭取和平統一的努力決不放棄、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決
不改變、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貫徹實施反分裂國家法，推動在一個
中國原則基礎上恢復兩岸對話和談判，加強與反對“台獨”、主張發展兩岸關係
的台灣各黨派的對話與交流。擴大兩岸民間交流與往來，維護台灣同胞的正當
權益，推動全面、直接、雙向“三通”，促進建立穩定的兩岸經貿合作機制，促
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支持海峽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資相對集中
地區的經濟發展，促進兩岸經濟技術交流和合作。
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則是在 2006 年 3 月 14 日由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
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完成
程序，其中內容提到臺灣部分列僅出現於第十四篇《建立健全規劃實施機制》第
48 章《健全規劃管理體制》提到「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
推進兩岸關係發展和祖國統一大業，擴大海峽兩岸經濟、文化、科技、教育交流
與人員往來，維護臺灣同胞的正當權益，推動全面、直接、雙向『三通』，促進
建立穩定的兩岸經貿合作機制，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臺海和平穩定。」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係於 2010
年 10 月 18 日由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其涉臺
文字係在第十二章《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來，為實現“十二五”規劃而奮鬥》
第(54)節計有：
(54)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大業。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
針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全面貫徹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和六點意見，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反
對“台獨”分裂活動。鞏固兩岸關係發展基礎，推進兩岸交往機制化進程，構建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深化兩岸經濟合作，落實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促
進雙向投資，加強新興產業、金融等現代服務業合作。積極擴大兩岸各界往來，
加强两岸文化、教育等領域交流合作，依法保護台灣同胞正當權益。充分發揮
海峽西岸經濟區在推進兩岸交流合作中的先行先試作用。
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則是在 2011 年 3 月 16 日由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
要》完成程序，其中內容提到臺灣部分係以第十四篇《深化合作建設中華民族共
同家園》第 58 章《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大業》專章方式表述，其
內容為：
第十四篇導言“從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出發，推進「一國兩制」實踐和祖國和平統
一大業，深化內地與港澳經貿合作，推進海峽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努力。”
再加上第 58 章全章：
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
程八項主張，全面貫徹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重要思想和六點意見，牢牢把握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反對和遏制「臺獨」分裂活動。鞏固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
經濟、文化基礎，全面深化兩岸經濟合作，努力加強兩岸文化、教育、旅遊等領
域交流，積極擴大兩岸各界往來，持續推進兩岸交往機制化進程，構建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框架。
第一節建立健全兩岸經濟合作機制
積極落實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和兩岸其他協議，推進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
資和經濟合作的後續協商，促進兩岸貨物和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逐步建立公
平、透明、便利的投資及其保障機制，建立健全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
第二節全面深化兩岸經濟合作
擴大兩岸貿易，促進雙向投資，加強新興產業和金融等現代服務業合作，推動建
立兩岸貨幣清算機制。明確兩岸產業合作布局和重點領域，開展雙方重大項目合
作。推進兩岸中小企業合作，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加強兩岸在知識產權保護、
貿易促進及貿易便利化、海關、電子商務等方面的合作。積極支持大陸臺資企業
轉型升級。依法保護臺灣同胞正當權益。

第三節支持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
充分發揮海峽西岸經濟區在推進兩岸交流合作中的先行先試作用，努力構築兩岸
交流合作的前沿平臺，建設兩岸經貿合作的緊密區域、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和兩岸直接往來的綜合樞紐。發揮福建對臺交流的獨特優勢，提升臺商投資區功
能，促進產業深度對接，加快平潭綜合實驗區開放開發，推進廈門兩岸區域性金
融服務中心建設。支持其他臺商投資相對集中地區經濟發展。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係於 2015
年 10 月 29 日由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其涉臺
文字係在第六章《堅持開放發展，著力實現合作共贏》第四節計有：
（四）深化內地和港澳、大陸和台灣地區合作發展。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發揮港澳獨特優勢，
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
………(以下節略分別專門針對香港及澳門兩段文字)………
堅持“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則，秉持“兩岸一家親”，以互利共贏方式深
化兩岸經濟合作。推動兩岸產業合作協調發展、金融業合作及貿易投資等雙向
開放合作。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打造平潭等對台合作平台。擴大兩岸人
員往來，深化兩岸農業、文化、教育、科技、社會等領域交流合作，增進兩岸
同胞福祉，讓更多台灣普通民眾、青少年和中小企業受益。
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則是在 2016 年 3 月 16 日由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
要》完成程序，其中內容提到臺灣部分係以第十二篇《深化內地和港澳、大陸和
臺灣地區合作發展》第 55 章《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進程》專章方
式表述，其內容為：
第十二篇導言“支持港澳鞏固傳統優勢、培育發展新優勢，拓寬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道路，更好實現經濟互補互利、共同發展。”
再加上第 55 章全章：
堅持「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臺獨」
。在堅持原則立場基礎上，
以互利共贏方式深化兩岸經濟合作，擴大兩岸合作領域，增進兩岸同胞福祉，鞏
固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第一節

促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

加強兩岸宏觀政策交流，拓展經濟合作空間和共同利益。推動兩岸產業優勢互
補、融合發展，鼓勵兩岸企業相互持股、合作創新、共創品牌、共拓市場。深化
兩岸金融合作，支持兩岸資本市場開展多層次合作。推動兩岸貿易投資擴大規
模、提升層次。擴大對臺灣服務業開放，加強兩岸在農漁業、中小企業、電子商

務等領域合作。推進海峽西岸經濟區、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打造
臺商投資區、平潭綜合實驗區、福州新區、崑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等對臺
合作平臺，深化廈門對臺合作支點建設。鼓勵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等臺資企
業聚集區發揮優勢，支持臺資企業轉型升級，引導向中西部地區梯度轉移。
第二節

加強兩岸人文社會交流

擴大兩岸人員往來，完善臺灣同胞待遇政策措施，為臺灣居民在大陸工作、學習、
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加強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增進兩岸同胞
文化、民族認同。深化兩岸教育交流合作，擴大兩岸高校學歷互認範圍，推進閩
臺職業教育交流合作試驗區建設。鼓勵兩岸聯合開展科技研發合作，深化兩岸學
術交流。加強兩岸基層和青少年交流，讓更多臺灣普通民眾、青少年和中小企業
在交流合作中受益。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
景目標的建議》係於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
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其涉臺文字係在第十五章《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起
來，為實現“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而奮鬥》第 58 節，其具體內
容計有：
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以兩岸
同胞福祉為依歸，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加強兩岸產業合作，打
造兩岸共同市場，壯大中華民族經濟，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完善保障臺灣同胞
福祉和在大陸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支持臺商臺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和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支持符合條件的臺資企業在大陸上市，支持福建探
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加強兩岸基層和青少年交流。高度警惕和堅決遏制
“臺獨”分裂活動。
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則是在 2021 年 3 月 11 日由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完成程序，其中內容提到臺灣部分係以第十八篇《堅持
「一國兩制」
，推進祖國統一》第 55 章《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專
章方式表述，其內容為：
第十八篇導言：“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
統一，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
再加上第 62 章全章：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以兩岸同胞福祉為依歸，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融合發展，高度警惕和堅決遏制「台獨」分裂活動。
第一節

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完善保障台灣同胞福祉和在大陸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持續出台實施惠台
利民政策措施，讓台灣同胞分享發展機遇，參與大陸經濟社會發展進程。支持台
商台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進兩岸金融合作，支

持符合條件的台資企業在大陸上市。推進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平潭綜合實驗
區、崑山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等兩岸合作平台建設。支持福建探索海峽兩岸
融合發展新路，加快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建設。加強兩岸產業合作，打造兩岸共
同市場，壯大中華民族經濟。
第二節

加強兩岸人文交流

積極促進兩岸交流合作和人員往來，加深相互理解，增進互信認同。推動兩岸文
化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交流合作，促進社會保障和公共資源共享，支持兩岸鄰
近或條件相當地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促進兩岸同胞共同傳
承和創新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兩岸基層和青少年交流，鼓勵台灣青年來
大陸追夢、築夢、圓夢。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共同反對「台獨」分裂活動，維護和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致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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