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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谈

本报武汉11月15日电（记者王
平）“台企台商荆楚行 共建两岸合作
区”大会 13 日在武汉举行，包括 17
家大陆上市台企负责人在内的160余
位台湾嘉宾出席活动。

国台办副主任裴金佳致辞时表
示，湖北和武汉是这次疫情防控斗争
的决胜之地。湖北海峡两岸产业合作
区地理位置优越，拥有长江经济带发
展、“一带一路”建设等政策叠加优
势，科研人才丰富，产业特色突出，
与台湾产业合作基础扎实，已有多家
规模以上台资企业入驻园区。希望广
大台商台企把握商机，关注湖北、投
资湖北，积极参与湖北经济疫后重振
和高质量发展。

湖北省副省长赵海山表示，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广大台胞
台商与大陆同胞携手共克时艰，倾力
驰援湖北，两岸同胞在疫情中患难与
共、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彰显了血

浓于水的同胞亲情，是“两岸一家
亲”的生动体现。他倡议与会台商，
抢抓湖北疫后重振机遇，实现发展共
赢，着眼“十四五”及更长远发展目
标，聚力深耕湖北。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政宏表示，感
谢与致敬湖北为抗疫作出巨大贡献和
牺牲，以及对在鄂台胞的精心照顾。
将以此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湖
北的合作，组织更多台商前来考察投
资，拓宽彼此合作领域。

本次大会上，19 个重点项目现
场签约，涉及金融、汽车电子、生物
医药、智能物流等领域，投资总额近
220亿元人民币。

此外，湖北省和全国台企联签署
了共建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 （湖北）
合作备忘录。湖北省台办与国家开发
银行湖北省分行等 3 家银行签署协
议，从金融方面支持两岸合作区和在
鄂台资项目高质量发展。

“我的公司几天前已经向上海
证 交 所 科 创 板 送 件 。” 11 月 13
日，在武汉举行的“台资企业大
陆上市政策说明会”上，全国台
企联会长李政宏用自己的例子向
在场 40 余位台商代表分享在大陆
上市的经验。

这场由国台办经济局、中国
证监会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办的
说明会，向台资企业详解在大陆
上市的相关政策法规。本月初，
大陆“十四五”规划建议明文提
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
陆上市。

随着大陆资本市场改革和进
一步开放，台资企业加快了在大
陆上市的脚步。目前在大陆上市
的台资企业共有 30多家，其中 19
家于 2016 年至 2020 年期间上市，
光是今年就有6家上市，另外还有
8家正处于上市审核阶段。

在大陆上市对台企有哪些好
处？李政宏说：“企业上市既能带
来大量资金，提高抗风险能力，
又可以增加公众对企业的信任
度。上市企业有较高的社会声誉
及对当地经济的推动作用，更容
易获得地方政府的补贴和支持。”

2014 年在大陆创业板挂牌上
市的台企鼎捷软件就是一个有说
服力的例子。鼎捷副总裁张苑逸
对本报记者说，上市对于公司在
两个方面有很大帮助，一是能见

度提高，有助于公司吸引人才，
并为鼎捷参与智能制造标准制定
提供便利；二是为公司提供激励
工具，让员工共享经营成果。“我
们这三年营收稳步增长，净利润
复合增长率达30%以上。”

“如果我们守在台湾，市场就
太小了。”台资企业安佑生物科技
集团董事长洪平表示，集团计划
明年在创业板上市。安佑集团在
大陆各省有数十家分公司，在湖
北就有 4家。“现在正是企业追求
由量到质转型的时候，若上市成
功将是非常大的助力。”

大陆长期向好的经济前景，
也是台企选择在大陆上市的重要
原因。“现在美国、欧洲、东南亚
的成长速度都慢了，但大陆经济
成长仍然保持高速。”洪平说，疫
情期间集团的业务受到影响，但
疫后已经迎来了“报复性增长”。

“这样的说明会很好，我刚才
听得蛮认真的。”湖北香连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伯伦说，他
50 岁以前都在台湾，而两岸许多
金融术语是不一样的，“比如大陆
讲‘估值’，台湾叫‘市值’；大
陆叫‘市盈率’，我们叫‘本益
比’。”王伯伦认为，大陆是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资本市场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许多台商之前之所
以未能在大陆上市，也是因为对
政策法规和相关知识不了解，不

知从何下手。
近年来，大陆积极支持符合

条件的台资企业上市。证监会港
澳台办副主任祝欢在说明会上表
示，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在发行
条件和标准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或特殊要求。
为支持台资证券期货机构在大陆
投资展业，便利台湾金融专业人
士在大陆就业发展，证监会先后
推出了一系列措施。

台资企业力翰教育集团的创
始人吴志荣说，集团正在规划上
市，去年已经完成了 A 轮融资。
2016 年，他响应国台办支持台青

大陆创业的政策来到武汉，目前
公司已发展到为大陆近 50 个城市
的 2000 多家中小学输送科学教
师。吴志荣说，亲眼见证武汉抗
疫的伟大胜利，让他对大陆社会
主义制度的治理成效更有信心，

“希望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尤其是青
年朋友，能够看清国际发展趋
势，投身两岸交流，为两岸经
济、金融的融合做贡献。”

“方向对了，再远的路也会走
到。”被问及对尚未在大陆上市的
台资企业有何建议时，张苑逸这
样回答。

（本报武汉11月15日电）

被国际舆论指责为“说谎派代言人”的美
国国务卿蓬佩奥，为了博取关注，不惜上演

“末日疯狂”。他日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叫
嚣，“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妄图进一步破
坏中美关系，损害台海和平稳定。然而，一个
早已信用破产的人的言论，能够激起多大浪
花？整个国际社会都对他的颠倒黑白不予理
睬，美国权威专家甚至指出“外界可忽略其谈
话”。只有民进党当局唯诺附和，感激涕零，在
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舆论一再给蓬佩奥扣上“史上最差国
务卿”称呼。他的傲慢无知、居心险恶，令人
叹为观止。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一个客观事
实，是40多年来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础和根本前
提。蓬佩奥为一己之政治私利，置历史和事实
于不顾，置中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于不顾，在
台湾问题上再次发表错漏百出的言论，严重违
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违背美

国政府对中方作出的承诺，触及了中国人民的
底线，他的错误言行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回击。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法理上，台湾都是无
可争辩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
普遍共识。蓬佩奥之流刻意误导舆论、扰乱视
听，无非是妄图进一步破坏中美关系、挑起两
岸冲突，干涉中国内政，极为阴险，极端不负
责任。然而，散布谎言没有市场，事实证明，
纵然蓬佩奥使出浑身解数，最终还是落得个自
言自语、鲜人搭理的窘境。

民进党和“台独”势力长期叫嚣所谓“两
国论”“一边一国论”“台湾地位未定论”等

“台独”谬论，与蓬佩奥之流狼狈为奸，一步步
将台湾推向危险境地。殊不知，两岸实现统一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任何人、任
何势力都不可能阻挡。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
与历史潮流相违背，与全体中国人民的感情相
违背，更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终将
被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所唾弃。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任何人、任何

势力都无法改变的。民进党当局切莫以为有几
个临时“反中急先锋”政客撑腰，就能妄图把
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分离开来。今日对美国低声
下气、卑躬屈膝，甘当“反中”马前卒，甚至
不惜牺牲台湾同胞切身福祉，无疑是“饮鸩止
渴”，始终无法阻挡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倚美
抗陆、倚美谋“独”，进行谋“独”挑衅，只能
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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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容任何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
无法改变的。我们再次发出正告，不要试图挑
战中国大陆的底线，不要误判14亿中国人民捍
卫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

“方向对了，再远的路也会走到”
——“台资企业大陆上市政策说明会”在武汉举办

本报记者 王 平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谁都无法改变
汪灵犀

本报北京11月 15日电 （记者
张盼）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日
就台湾问题发表错误言论、而民进
党当局表示“感谢”，国台办发言人
朱凤莲13日应询表示，蓬佩奥多次
就台湾问题发表错误言论，严重违
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有关言论违背事实，违背国际
社会基本准则，违背美国政府对中
方作出的承诺。台湾是中国一部
分，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
变的。民进党当局顽固倚美抗陆、倚
美谋“独”，没有出路。进行谋“独”挑
衅，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倚美抗陆谋“独”没有出路

本报台北11月 15日电 （记者
陈晓星） 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第六
届慈济论坛 14 日至 15 日在台北举
办。论坛就极端气候和人类活动、
女性参与和社会影响力、循环经济
理念和落实、防疫和健康生活等专
题进行研讨。论坛主办者慈济慈善
事业基金会介绍，2020年是慈济推
动环保30周年，论坛邀请行政、产
业、学术及民间环保团体回顾以往
环保思维和落实情况，建立未来共
知、共识、共行的力量。论坛通过
视讯邀请大陆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专

业人士与会。
慈济基金会执行长颜博文在论

坛主题演讲中强调科技在环保中的
作用，资源回收要结合科技与人文
才能持续发展。他举例介绍慈济的

“环保一条龙”，是将宝特瓶回收后
制成纱线，织成透气面料制成无染
色成衣，将物质循环和环保观念的
人文循环形成环保的最大力量。

慈济基金会柳宗言接受记者采
访时介绍，他们通过推行“少塑多
素、一筷 （一筷宽） 省水”等教育
口诀将环保行动深入到校园社区。

本报香港11月 15日电 （记者
陈然） 香港潮州商会将举办一系列
活动庆祝百年华诞，活动将围绕

“感恩、传承、团结、奉献”主题，
展示和弘扬潮人扎根香港、团结奋
进的精神。

拥有百年辉煌历史的香港潮州
商会，是全球历史最悠久、最有影
响力的潮商社团之一，长期帮助会
员及潮籍乡亲拓展商机并积极推动
国际贸易，商会曾捐助多项本地基
建项目，经常举办各类公益和慈善
活动，资助各种文教基金等。

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黄书锐近日
在系列活动发布会上介绍，百周年
庆典活动内容丰富，包括关心弱势
群体，回馈社会；举办多项商务活

动，支持香港经济复苏；凝聚会
员、乡亲及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年轻人创新
创业等。他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
下，商会希望通过举办系列活动凝
聚力量，扶持弱势社群，为香港打
气，与全港市民一起为防控疫情、
恢复经济、纾解民困作出努力。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
系列庆祝活动题词“团结共进·百载
同心”。发布会上，黄书锐与特区政
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
里、民政事务局副局长陈积志等共
同为百周年标志揭幕，象征庆典活
动正式启动。年逾百岁的该会永远
名誉会长陈伟南致辞勉励，又馈赠
墨宝“百年商会”以示庆贺。

说明会现场。 乔国娇摄说明会现场。 乔国娇摄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金钟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近日举
办民俗巡游活动欢庆苗族“吃新节”，来自4个社区的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身

着苗族传统盛装，挑着糯米、米酒、鲤鱼、猪肉等“吃新节”的必备物
品，在巡游中载歌载舞。 陆德华摄 （新华社发）

巡游庆佳节巡游庆佳节

“香港餐饮展暨
亚 洲 高 端 食 品 展 ”
近日在香港会议展
览中心举行，约 200
家企业参展。图为
参观者在展览现场
了解产品。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台企台商荆楚行”活动在汉举行

鄂台产业合作结硕果

香港潮州商会将庆祝百年华诞

第六届慈济论坛在台北举办

志愿者介绍回收物制作的产品。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