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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 10 月
26 日在京开幕，全会主题是审
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
划的建议。继“十二五”规划之后，

“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仍将会把港
澳发展作为专章纳入纲要，由此
可见中央对港澳发展十分重视。
港澳各界也就如何配合“十三
五”规划、加快发展积极建言献
策，抢抓改革和发展红利。

港府提交9个政策建议

国家发改委在启动有关“十
三五”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时表
示，特别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
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
这与香港特区政府的思路不谋而
合。香港特区政府向中央提交了
9个有关“十三五”规划中香港发
展的政策课题建议，涵盖金融、
贸易、法律、航运、旅游、科
技、文化及环保等多个领域。

香港特区政府的建议总体来
说是响应国家的最新发展战略与
布局，包括“一带一路”建设、
人民币国际化等，重点是发挥香
港特区“一国”和“两制”的双
重优势，以及充当好中国与世界
各地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在
区域合作方面，港府拟深化加强
深港澳三地在经济、社会、民生
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同时建议把
珠三角区域发展成为一个低碳及
低污染的优质生活绿色港口群，
使深港澳三地得以可持续地发
展、互利共赢。

香港商界也在积极准备抢抓
“十三五”发展红利。香港中华

厂商联合会会长李秀恒表示，国
内市场对国际投资者越来越开
放，内地的法律法规也日益严
格，香港厂商将很难再在内地从
事转包生产业务，必须进行产业
合作升级。香港既有国际商业关
系网，也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可
以提供有效平台，让内地崭露头
角的企业以“全球化”战略拓展
国外市场。

改革机遇与挑战并存

“十三五”期间，国家将进
一步开放内地市场，这既为港澳
带来不少商机，也提出不少挑
战：港澳必须提升竞争力，以保
持优势。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主任
方舟表示，“十三五”期间深港
澳的合作将会出现新的变化。过
去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地区是

“前店后厂”的垂直分工合作模
式，而在“十三五”期间这种关
系逐渐会变为一种各具优势产业
分工的关系。“这就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因为垂直分工的时候比
较简单，完全靠市场推动，把工
厂从港澳搬到珠三角就可以了。
但是在新的水平分工的条件下，
金融业怎么合作，高科技产业怎
么合作，在其他交通基建上怎么
配合，这需要三地政府在合作模
式上进行一些创新。”方舟说。

香港 《明报》 对“十三五”
时期香港要适时应变的观点持赞
同态度。日前 《明报》 刊文表
示，虽然香港在政改时未能获取
社会共识而进取，但她仍然是中
国对外开放的“第一岛链”，如
果能深度配合“十三五”规划，
香港不仅不会沉沦，还有机会重
生。“十三五”时期，香港可大
施拳脚的领域很多，不止是领军
人民币国际化那么狭窄，也不止
是跟随“一带一路”那么简单。
内地将进行深层次的开放、大范
围的改革，自贸区政策遍地开
花，作为自由港的香港，当占先
机之利、提早入手，重振雄风。

港 澳 热 盼 搭 乘
“ 十 三 五 ”快 车

本报记者 汪灵犀

目前全球最大的琉璃千手千眼观音像日前在杭州亮相。佛像高2米，由台湾琉
璃艺术家杨惠姗根据敦煌莫高窟元代壁画创作。其制作动用100多位工艺师，用去
4吨耐火石膏材和4吨琉璃晶质料，工期长达4年。 朱引炜摄 （人民图片）

现在距离明年1月16日台湾地区
领导人选举决战日仅剩两个半月。往
届选举到了这个时候，各阵营正副候
选人早已分赴各地扫街拜票，忙着全
力冲刺。令外界颇感怪异的是，如今
只见国民党、民进党和亲民党三党候
选人独自跑行程。三党的副手皆无着
落，成为历届“大选”未有的“奇
观”。

久 拖 不 决

台 媒 报 道 说 ， 回 顾 历 次 “ 大
选”，各阵营多在投票约半年前就公
布副手，最迟选前4个月也已人事底
定。典型的如 2008 年选举，政党有
机会再轮替，国、民两党提早备战。
马英九于2007年6月就宣布由萧万长
任副手；面对国民党“马萧配”来势
汹汹，民进党谢长廷携手苏贞昌的

“谢苏配”也不落人后，在 8 月中正
式成军。

但惯例也不是绝对的。明年“大
选”，至今没有“副总统”候选人踪
影。民进党主席蔡英文4月15日就获
民进党提名，卷土重来迈向“最后一
里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于8月6
日宣布第三度问鼎“大位”，但两人
至今都未公布副手人选。

至于国民党，上一位参选人洪秀
柱迟迟找不到副手，日前已改征召兼
任党主席的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参选。

朱营内部评估认为，临阵换将的国民
党已从绝对落后转为不无逆转可能。
选举情势丕变，国民党急于重整之后
再出发，副手人选又得从长计议。

从历史上看，挑选副手实为一个
难题。无论蒋氏父子、李登辉、陈水
扁还是马英九，副手的出线都有其复
杂缜密的背景和考虑。当然，蔡英文
也有不着急的理由，毕竟她的对手同
样单枪匹马、副手成谜。有人说，一
个不着急，一个急也没用，副手这盘
棋，下得还真是诡异。

绯 闻 效 应

靴子一直不落地，有一个额外的
好处是吸引眼球，博取了不少报纸版
面。热爱爆料的台湾媒体从一开始就
忙着列名单、圈人选。随着选举进程
的推进，副手这件事早晚要端上台面
的。副手虽然在当选后形同备胎，但
毕竟身处权力中枢，是帮忙还是添
乱，是加分还是无为，特别是在选举
中能否发挥吸票作用，对领导人的成
败起重要作用。

面对外界热心的“拉郎配”，当
事人要么忙于辟谣和否认“绯闻”，
要么暧昧地继续打擦边球。朱立伦近
日否认征询过“亚洲换肝之父”、长
庚医院名誉院长陈肇隆。亲近陈肇隆
的人士证实，双方确有接触，但陈肇
隆经过深思熟虑后，已经婉拒。此

外，朱立伦副手的另一个绯闻主角
——国民党副主席黄敏惠，近日也出
面澄清说，没有接到邀请。

相关人士透露，蔡英文在对手换
成朱立伦后不敢怠慢，也改变了“躺
着赢”的心态，将副手的定位从可有
可无的玻璃人角色拉高到吸票加分的
战略层次。蓝营表示，近日获悉蔡英
文曾与台湾“央行”总裁彭淮南接
触，很有可能就是为争取彭点头成副
手，弥补她财经背景不足的弱点。

三度出征的宋楚瑜如何选择他的
副手，是否会借此祭出奇招，也是外
界关注的焦点。有媒体询问宋楚瑜对
于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及另一位退出

“大选”的政治人物施明德的看法，
宋楚瑜只是泛泛地说“都是很好的人
选”。宋楚瑜此前接受专访时表示，副
手人选安排“现在不能乱开玩笑”，只
是强调“团队”，口风依旧很紧。

各 有 考 量

拖后公布副手，一方面固然可以
吸睛聚拢人气，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兹
体事大，马虎不得。

台湾舆论认为，副手牌成了决定
2016 年选举的一大关键。对于候选
人来说，副手的年龄、党派、领域，
越有跨度越是好选择。资深人士分
析，蓝绿副手人选应该都会从医界、
学界寻觅。因为民众厌倦了蓝绿恶

斗，从专业领域寻找副手，政治色彩
偏淡，形象清新，不失为一招妙棋。
比如朱立伦就放风说，会用开阔心胸
去考虑副手选择，不一定非要政界出
身。

2012 年“大选”蔡英文就主打
“清新”牌，一直想突围民进党和政
治圈，找一位经济专家。据传她先后
找了做过“财长”的林全和“央行”
总裁的彭淮南，无奈都被拒绝，最后
只好又回到民进党内，找了当时的秘
书长苏嘉全。结果受苏嘉全的农舍事
件拖累，很难说有多少加分。

据悉，朱立伦已放弃初期的策
略，即原倾向于寻觅一位中南部、女
性的平衡性角色，改变为寻求在选举
大战中具有实质攻城略地的功能角
色。这样，“立法院长”王金平自然
成了重点邀请对象。

无论怎么拖延，副手这盘棋总得
落子。亲民党党内人士说，副手人选
还要看国亲未来是否还有整合空间再
决定，预计 11 月上旬对外公布。有
专家观察分析认为，蔡英文这一届选
举已经认清，自己的副手必须具备两
个方面的作用——首先要在民进党内
资历够，但又不会威胁到她；其次最
好与大陆有渊源。所以，蔡英文的副
手人选很可能是“萧万长模式”——
马英九2008年代表国民党夺回失去8
年的执政权，他选的副手是岛内以财
经见长的萧万长，清晰地向外界传递
出要由政转经的信息。

千呼万唤不出来 花落谁家惹人猜

副手难产成台“大选”一景
王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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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
琉璃千手千眼观音像亮相

近日在一个烈日曝晒的午后，记者
来到位于台东县太麻里乡金仑村的宾茂
中学采访，这是台湾典型的远离城市、
濒临大海的一所山地型县级中学。从相
貌就看得出，这里的师生不少是台湾少
数民族子女。校长洪文政的话印证了记
者的猜测：“我们学校 94%的学生是原
住民子女，其中84%是排湾人。”

热心教育的洪校长

今年 40 岁的洪文政，毕业于颇有名气的台北
建国中学，高中毕业后立志教书育人，如愿考入
了台湾师范大学；1997 年大学毕业后，被分到台
东县鹿野中学任教；2011 年通过考试，晋升为宾
茂中学校长。洪文政热爱教育事业，用大陆话说
就是“扎根偏乡，全心扑在教育上”。已经在此地
安家的洪文政认真分析学生心理，总结出一套行
之有效的特殊教育方法，让那些原来不喜欢上学
的台湾少数民族子女，纷纷回到学校读书。

他说，2011 年刚来到宾茂中学时，学校只有
82 名学生；4 年过去了，现在该校已有学生 134
人。学校还专门为一些住在偏远山里的学生修建
了宿舍，使得他们对学习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帮助学生找到自信

记者在校园里看到，学校热音社的几个女孩子
坐在台阶上，开始吉他弹奏练习，旋律传来的是张
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悠扬的歌曲在天生好歌
喉的原住民孩子唱来，干净而婉转。10 多米之外的
空地上，排湾语意为“芋头”的学生舞团正在排练一
个台湾少数民族歌舞。校门外的运动场上，不同
年级的学生正满场飞奔，练习棒球基本功……

洪文政说，这就是宾茂中学的日常剪影。木

工、烹饪、汽修、发型设计、手工创意……单看课
程，你会觉得这简直就是一所职业技能学校。洪文
政表示，家长不用担心孩子在这里的文化教育问题，
因为上午的课程全校都一样，只是到了下午才是特长
和兴趣班。

据悉，该校开创的一些课程在全台湾中学都
是首创。“对学生来说，在这里可以早一点进行生
涯发展规划和职业试探。”洪文政说，在偏乡，培
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显得尤其重要。掌握一门技
术，对他们自信心的培养和建立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更可以为他们将来走向社会打下基础。

挖掘学生各自专长

台湾少数民族不仅能歌善舞，动手能力也很
强。作为老师，就是要挖掘他们的专长。

夺得今年台湾中学教师最高奖——师铎奖的
年轻教师林子丰，专门负责学生创新研发和相关
教育。他表示，鼓励学生发现生活中的不方便之
处，然后想办法解决它们，这就是独树一帜的

“创造发明”课程。因为此项课程，该校学生揽获
了多项国际学生创新发明奖。“抽替式多功能螺丝
起子”和“可改变支点的剪刀”，在去年莫斯科阿
基米德国际发明展上都得了奖。

林子丰说，通过活动，他们在面向陌生人时，
能清晰展示和介绍自己的作品、勇于表达自己的想
法，这些行销的能力，是他们长大后不管从事什么
行业都不可或缺的。

这样的多元教育方式带来的成绩越来越亮眼，
包括花莲、南投等多所位于山地的小型初中也在跟
进。用洪文政的话说：“虽然目前还有人觉得我们比
较前卫，但家长已开始慢慢接受。”

在偏乡推行多元教育，是洪文政的成功所
在。这或许也可以为当前大陆城镇化进程中留守
学生的教育提供不少经验和借鉴。

看起来像技校 国际上曾获奖

台湾偏乡教育有绝活
本报记者 王连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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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10月27日电 据
此间媒体报道，香港交易及结算所
有限公司 （港交所） 行政总裁李小
加 日 前 表 示 ， 正 研 究 启 动 “ 伦 港
通”，作为香港“互联互通”的一大
部分。他期望“伦港通”最终可使
香港成为期货商品交易中心。

李小加认为，“伦港通”与“沪
港通”有三大分别：“沪港通”为现
货市场，“伦港通”则属期货市场。
其次，“沪港通”主要以内地流量为
中心，“伦港通”则以香港为中心，

采用香港时间和香港结算等措施。
第三，“沪港通”主要为已有的产品市
场，“伦港通”则属空降产品。他指出，
香港原新产品的发展较慢，但收购
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后，没理
由不把相关的产品带来香港。

李小加表示，“伦港通”属重要
战 略 ， 是 “ 互 联 互 通 ” 的 重 要 部
分，现在是适当的引入时期，并指

“伦港通”会先开通“西向”，期后
再开通“东向”。市场届时相信，商
品市场的“互联互通”将涵盖内地。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齐湘辉） 商务部台港澳司最新
统计显示，今年1至9月，内地与澳门贸易额为35.6亿美元，同比上
升35.2％。其中，内地对澳门出口为34.2亿美元，同比上升37.4％；
自澳门进口为1.4亿美元，同比下降2.4％。

在吸收澳资方面，内地共批准澳商投资项目 306 个，同比上升
15％，实际使用澳资金额7.5亿美元，同比上升75.6％。

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内地在澳门承包工程合同数共计 25 份，
金额13.7亿美元，完成营业额8.2亿美元，截至9月底在澳劳务人数
117902人。

前三季度前三季度

内地与澳门贸易额大幅上升

“伦港通”有望使香港
成为期货商品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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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增台资项目逾2000个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齐湘辉） 商务部台港澳司最新
统计显示，今年1至9月，大陆共批准台商投资项目2081个，同比上
升21.3％，实际使用台资金额12.1亿美元。

截至今年9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9.4417万个，实际使用
台资623.6亿美元。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台资占大陆累计实际吸收
境外投资总额的3.9％。

今年1至9月，大陆与台湾贸易额为1377.1亿美元，占大陆对外
贸易总额的4.7％。

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335.5亿美元，自台湾进口为1041.6亿
美元。台湾是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