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再增土地供应

香港出招稳楼市
据新华社香港 !" 月 #! 日电

（记者赵博）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房
屋局局长张炳良 !" 日在书面答复立
法会议员质询时表示，香港楼市与经
济情况明显背道而驰，维持楼市健康
平稳是政府重要的工作。他表示，特
区政府一直遵循 !个方向，即：增加
土地供应、遏抑物业投机、确保市场
透明度、防止按揭信贷过度扩张，推
出长、中、短期措施以确保楼市健康
平稳发展。

"#月 #$日，特区政府财政司司
长宣布推出新一轮管理楼市需求的措
施，包括：修订 《印花税条例》，提
高额外印花税的税率并将适用期延长
至 $年；引入适用于香港永久性居民
以外的任何人士（包括公司）取得住
宅物业的“买家印花税”，税率划一
为 %&'。

张炳良表示，土地供应是楼市症
结所在。特区政府会继续致力增加土
地供应，从源头解决问题。自 ()"*

年起，特区政府就开始积极开拓土地
资源作房屋发展的工作，包括释放合
适工业用地、“政府、机构或社区”
用途土地、其他政府土地及“绿化地
带”作房屋发展用途。通过努力，未
来三至四年的住宅物业供应预计增加
至约 $+&万个单位。

拟设金融发展局

香港“护航”金融业
据新华社香港 !" 月 #! 日电

（记者赵博） 香港特区政府署理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梁凤仪 !%日透露，
当局正积极研究设立金融发展局的相
关事宜。业界普遍认为金融发展局的
主要职能是为特区政府出谋献计，巩
固及提升香港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力，
以及进一步发展本地金融市场。

梁凤仪是在立法会答复议员质询
时作上述表示的。她说，金融业包括
银行业是香港经济支柱，创造了相当
多就业机会。有鉴于此，金融业界对
于设立金融发展局的建议普遍抱有正
面和支持的态度，并就金融发展局成
立后的工作方向提出了很多具体、实
质的意见和建议。

梁凤仪介绍说，金融发展局筹备
小组广泛征询业界意见，参考海外类
似组织的模式和经验，并考虑香港金
融发展的独特需要，稍后将就金融发
展局的定位、职能范围、组织架构和
运作模式等，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
政府在考虑报告后会就成立金融发展
局的安排作出决定。

香港是世界第九大和亚洲第三大
银行中心，也是世界第六大外汇市
场。截至今年 ,月底，在全球首 "**

家银行中有 -* 家在香港经营业务。
统计显示，(*"* 年香港银行业净产
值为 "&-* 亿港元，占以基本价格计
算的本地生产总值的 ,'。当年全港
银行业就业人数约为 ,$!**人，占总
就业人口的 (.-/。

港 澳 在 线

香港缘何诸多“第一”
本报特约记者 闵 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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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澳

陆客赴台趣闻多

两岸数字手势差异大
本报电 据台湾 %&'(新闻台 "# 月 $"

日报道，到台湾观光的大陆游客常发现两岸
表示数字的手势差异较大，有一些手势甚至
代表完全不同的意思。

报道说，$只手指捏起来，是大陆的 )，
拇指加食指变 *，食指勾起是 +，但台湾人都有不同解读。

例如台湾的手势“)”，对陆客来说是代表“*”。有台湾的摊贩为一名
大陆游客切了哈密瓜要价 )#，大陆观光客却奇怪地问：“这不是 *#吗？”
这就是两岸对 )和 *的手势有异议导致的。

摊贩说，为避免歧义，就把价格标在一边，让游客自己看。

同姓同名统计

叫陈冠宇陈怡君最多
本报电 台湾内政部门 "# 月 $" 日公

布，在台湾同姓同名人口中，男、女生的姓
名分别以陈冠宇、陈怡君居首位。其它各项
姓名统计，如“同姓夫妻总数”、“同名同
姓夫妻总数”等也颇具趣味。

根据台湾内政部门统计，台湾前十大同姓同名人口，男性叫陈冠宇的
最多，有 $+#*人；女性部分叫陈怡君的最多，有 ,"++人。

另外，内政部门指出，台湾夫妻不同姓但同名字总对数为 $*对，其
中名字为“春枝”、“文华”者各有 -对。此外，夫妻同姓同名依 -#"-年
)月 -日户籍登记资料统计，台湾只有 "对夫妻同姓名。

不再口口相传

赛德克语有了文字
本报电 据台《联合报》"# 月 $# 日报

道：台湾 *.岁赛德克牧师西雅子纳雾以 )年
时间完成赛德克语圣经，今年完成族语版圣
经的罗马拼音，让口传族语也能以文字形式
流传。电影《赛德克·巴莱》语言顾问郭明正欣
喜地说，“赛德克语言终于能保存下来了。”

西雅子纳雾是台湾南投县仁爱乡第一位
牧师，他说，他印象深刻的是，有次到花莲
传教，台下都是太鲁阁族，他用赛德克语讲
道“生命结束了就到天堂”，台下哄堂大笑。
一问才知道，赛德克语“生命结束”，在太
鲁阁族听来是“头被刀砍下而结束生命”，
大家认为头都被砍下了，怎么可能还会上天
堂。“没有赛德克语圣经，赛德克族年轻人

就无法真切理解圣经的文字。”
赛德克族青年何屏说，在外地工作多年，看到高龄牧师为赛德克语全

心付出，让他们年轻人很感动，今后更要重视自己的文化，以免失传了。

关于“九二共识”———

杨毅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协商、增
进两岸互信、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重要政治基础。“九二共识”形成的历史
事实和内涵都是非常清楚的。我在上次
发布会也讲过，我们的立场态度非常明
确，也是一贯的，就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
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关于今年两岸经贸发展———

杨毅介绍，据商务部的统计，今年
" 至 + 月，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
".*) 个，项目同比虽然有所下降，但
实际使用台资金额达到 -"/, 亿美元，
同比大幅上升。截至 "#月 -+日，经大

陆主管部门核准的赴台投资企业、项目
共 "$$ 个，投资金额共 )/-- 亿美元，
这个数字比前一段时间有较大幅度的增
长。今年 "至 +月，大陆与台湾的贸易
额是 "-"-/"亿美元，同比上升了 #/-0。
其中，大陆对台出口 -.)/.亿美元，同
比下降 $/*0；大陆自台进口 +.!/,亿美
元，同比增长了 "/!0。

关于两岸货币清算业务———

杨毅说，《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
备忘录》 已经生效。根据备忘录规定，
双方可以采取清算行或代理行两种模式
开展人民币业务。台湾的银行只要经过
台湾主管机构的批准，现在就可以采用
代理行的模式开展人民币的业务。至于
说清算行，大陆金融主管部门正在抓紧

遴选，因为清算行的遴选要遵循透明、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目前两岸货币管
理机构正在加紧进行这方面的作业，争
取尽早实现货币清算的实质运作。

关于涉台案件法庭———

杨毅介绍，为了便于台胞参加诉
讼，维护其合法权益，近年来，在台商
较为集中、涉台案件较多的福建、广
东、江苏等地，一些人民法院设立了专
门的涉台案件审判庭或合议庭。举几个
例子，比如在福建省厦门市沧海区人民
法院设有涉台民商事法庭，厦门海事法
院设有涉台海事审判庭，广东省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设有涉台民商事案件合议
庭，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设有涉台案
件合议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福建

省就有 "* 个人民法院设立了独立建制
的涉台案件审判庭，另有 !* 个基层人
民法院设立了涉台案件合议庭。除了这
些之外，即使没有设立涉台案件审判庭
或合议庭的各地人民法院，也都是将涉
台案件集中到某个专门的审判庭或合议
庭负责审理。

关于两岸海底光缆建设———

杨毅说，两岸电信业者共同参与建
设的海底光缆总共有两条，一条是厦门
到金门的海缆，一条是福州到淡水的海
缆。厦金海缆已经在今年 *月正式开通
了，福淡海缆目前正在进行施工的前期
准备工作。两条海缆开通之后，两岸老
百姓将在电信通信、网络数据传输等方
面享受到更加优质和便捷的服务。

国台办发言人介绍

今年两岸经贸发展良好
本报北京 !"月 #!日电（记者陈晓星）

国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两岸记

者就“九二共识”达成 !" 周年、今年的

两岸经贸情况、两岸货币清算运作、涉台

案件审判庭、建设两岸海底光缆等提出问

题，发言人杨毅一一作答。

英国智库列格坦研究所 "# 月
$# 日公布 -#"- 年全球繁荣指数调
查报告，香港排名上升 " 位，居全
球第 "* 位，亚洲第一。实际上，
香港拥有大量的“第一”称号，如
最自由经济体、最佳购物城市、最
具竞争力城市、最佳营商环境……
连串桂冠，香港靠什么赢回？

万千桂冠在一身

繁荣指数依据 * 个指标，分别
是创业与机会、政府管治、教育、
健康、安全、个人自由以及社会资
本 （指民众参与慈善活动、社会和
谐等），今年调查对象共有 "!- 个
国家及地区。

前 "#名以欧洲地区居多，挪威
及丹麦蝉联首两名。香港排名 "*，新
加坡排名 "+。美国则首次跌出前
"#，滑落至 "-。中国内地从 .-名跌
至 ..，但内地的经济表现排名 ""，
连续两年领先第 -#的美国。

香港今年有 $ 项指标排名上
升，包括创业与机会、健康及安
全，其中安全排名由 "* 名跃升至
第五，但经济表现排名下跌 . 位，
至第九。台湾维持第 -# 的排名不
变，经济表现则由第 "- 升至第 )，

超过了香港。
学术机构的调查报告未必百分

百反映实情，但香港一向是此类评
比的宠儿。

国际消费公司环球蓝联"#月-,

日刚刚发布了“全球购物者指数”
调查结果，在-.个亚太地区最佳购
物城市排名中，香港位居榜首，吉
隆坡、上海、北京和新加坡紧随其
后。这一排名根据全球购物者的购
物体验调查得出，考虑商店、价
格、便利性、酒店与交通、文化与
气候.项指标。

香港已经连续 "* 年被评为全
球最自由经济体。世界银行对 "*$

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排名中，-#"-
年香港排第二位。瑞士洛桑国际管
理发展学院刚刚公布的《-#"-年世
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连续第二年
以满分 "##分荣登全球最具竞争力
经济体榜首……

香港精神是内因

香港之所以能获得众多美誉，
与这些年的经济表现分不开，也与
香港的文化特点有关。

香港 "++) 年回归，旋即遭到
亚洲金融危机沉重一击，但自 -##$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
关系的安排》 签署，内地游客开始
赴港旅游之后，香港经济迅速回
温。-##! 年到 -#"" 年的 ) 年间，
香港 123平均增速达 .0，是同期
其他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近 -倍。

面朝海湾的香港政府新大楼建
成大门形状，寓意“门长开，水长流”。
这种开放、开明、乐观积极、放眼长远
的精神也正可代表香港精神。

从政府到商业，香港人乐于提
供良好服务。在香港经商如果对政
策有疑问，只需拨通政府电话，哪
怕并非主管部门也会给出答复，或
者帮忙找到对口部门。

香港人善于合作。中央政府支
持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
并未想着“垄断”这一业务，反而
乐于协助伦敦与纽约发展人民币业
务，因为只有全球连线才能保证 -!

小时的兑换业务。
除了高效勤奋等世人熟知的特

点，香港人还很有远见。比如寸土
寸金的香港，还有 ),0的土地处于
未开发状态，而且其中的 !#0是受
法律保护的生态保护用地。

香港精神加上背靠祖国面向世
界的优势，不难理解香港为何能取
得诸多美誉。

本报特约记者 木 曰宝 岛 传 真

音乐的穿透力
徐 蕾

当我在台湾绿岛的一个卖水的摊位前，听到

《中国好声音》选手李代沫的《如果没有你》，以

为这只是一个巧合；当我在台北的出租车上，年

轻的司机兴奋地告诉我他刚从大陆《好声音》的

决赛现场回来，我有些意外。

对于《中国好声音》，我无意评价，但是它

在台湾年轻人中掀起的持续关注热，让人审视音

乐选秀节目在台湾的穿透力。记者在采访中得

知，八成的台湾年轻人都知道这个节目并十分喜

欢，理由是：选手水平高、节目制作大气、听到

了许多台湾歌曲很亲切，甚至有年轻人直言“相

比之下台湾的选秀节目太小咔了”，感叹“大陆

地大物博人才多”，流露出对大陆的好奇，会反

问我很多问题。

其实，之前大陆也有很多选秀节目，但是在

台湾基本没有什么关注度，有网友直言“水土不

服”，没有共鸣。但是，此次 《中国好声音》 在

台湾年轻人中成功掀起的关注热，证明了良好音

乐的穿透力。更让人意外的是，许多年轻人通过

看 《中国好声音》，认识到大陆的经济发展，认

识到大陆年轻人的时尚，认识到大陆音乐界制作

团队的实力，认识到两岸音乐交流的顺畅。我在

台湾驻点采访期间，大陆有很多团组到台湾举办

宣传活动，但是年轻人很少去关注。不想这样一

个选秀节目竟然通过网络在台湾年轻人中大行其

道，成了大陆时尚风貌的宣传片。

或许是看到了年轻人的这股热潮，台湾电视

圈正在筹划台湾版的《中国好声音》，这也让许

多台湾年轻人很期待，他们开玩笑说既期待大陆

年轻人同场竞技，又担心自己实力不够。但是，

正如一个台湾男生所说：音乐是良好的沟通语

言，相信可以让两岸青年很快成为朋友。

音乐是纯粹的，好声音和好音乐带来的认

同，在台湾年轻人中越来越有市场。

看 台 絮 语

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基洛夫芭蕾舞团于"#月$"日至""月!日在台北戏

剧院演出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和《胡桃钳》。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西雅子纳雾把太鲁

阁语圣经，翻译成赛德

克族圣经。 （图片来
源：台湾《联合报》）

"#月 $"日，香港佳士得拍卖行宣布将于 ""月 -)日举行瑰丽珠

宝及翡翠首饰秋季拍卖会，将拍卖超过 $##件珠宝及翡翠首饰，估值

约为 ./*亿港元。图为模特在展示一只缅甸天然翡翠手镯，估价 "###

万至 ".##万港元。 新华社记者 吕小炜摄

佳士得
拍翡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