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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革中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两岸文
化创意人才服务基地、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华灿奖”颁奖仪式暨第六
届两岸青年创新创业论坛于 11月 3日在福建平
潭举行。来自两岸四地的青年设计师和各界嘉
宾 500 余人出席论坛，交流创新创业经验，共
谋发展机遇。

两岸青年设计师的“聚会”

“华灿奖”是一项旨在发现、推介两岸四地
青年设计师的综合设计赛事。竞赛面向青年设
计师和高校师生，以创新、时尚、实用为评审
原则，选拔最具创新意识和培养潜力的青年设
计人才。

本届“华灿奖”主题为“互·融”，意为鼓
励和促进两岸学生、青年设计师交流，协同设
计，共创未来。此次活动参赛高校达千余家，
征集到近 2 万件参赛作品，共有来自两岸四地
的29位青年设计师获奖，其中大陆19件，台湾
9件，澳门1件，颁奖仪式后展出获奖及入围作
品80余件。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杨春梅
的数字多媒体设计作品 《稻城记忆》 最终获得
第二届“华灿奖”最高奖“全场大奖”。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齐
续春在颁奖现场表示，当前大陆吹响了“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号角，开始实施“一带一
路”等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两岸青年创业就
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而台湾有着先进技术优
势和营销经验，大陆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
市场，设立“华灿奖”有助于集聚海峡两岸创
新资源，打造青年协同创新创业的优质生态圈。

助推设计成果转化落地

“华灿奖”注重设计成果转化，为青年人提
供创新创业的落地服务平台。通过“华灿奖”
选拔的设计师及设计团队，将会得到一系列平
台的持续关注和扶持，包括北京歌华大厦 DSC
创意设计服务中心、平潭综合实验区“华灿工
场”、中民国投华灿创新孵化中心等。这些平台
还会定期举办专业培训及讲座、创意新品展示
等活动，挖掘并签约优秀设计师，帮他们建立
个人工作室、打造个人品牌，通过创业孵化推
动两岸青年设计人才创新、创业，推动中国设

计事业的创新发展。
“发展设计、创新产业，首先要给年轻人政

策和资金支持，并有很好的创业场地，这些现
在大陆已经做得很好。未来两岸间还要在知识
产权领域加大合作。”台湾文创业知名人士、琉
璃工房创始人张毅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随着第二届“华灿奖”获奖作品展拉开帷
幕，第六届两岸青年创新创业论坛也同期举
行。本届论坛上，民革中央平潭两岸青年创业
谷落户平潭台湾创业园揭牌，并与多家进驻创
业谷的单位进行了合作签约。特别开设的“华
灿创业大讲堂”也已开讲，邀请北京大学创业
培训营创业辅导师和青年创业成功人士进行创
业创新主题演讲，分享成功经验。

共同打拼变成好伙伴

两岸新锐设计竞赛“华灿奖”自去年首次
成功举办以来，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正在

成为激励和引导两岸青年才俊创业创新、实现
理想抱负的重要平台。不少年轻人借此相识、
相知，成为共同打拼的好伙伴。正如台湾新党
主席郁慕明在论坛上所说：“过去两岸青年交往
是旅游往来、景点游览，近年开始有了思维的
交流，新的观念也在出现，横向领域也在拓
展。”

大陆和台湾是两岸青年人共同的家园，也
是两岸青年人实现抱负的广阔天地。国台办副
主任龙明彪在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包括两岸和港澳青
年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参与、共同努力、
共同奋斗。

他说，大陆历来高度重视两岸青年交流，
也积极支持和鼓励台湾青年来大陆创新创业，
并努力为台湾青年朋友来大陆就业、创业提供
更好的发展空间。他呼吁，台湾青年人应把握
机遇，积极融入到两岸和平发展的潮流中来，
实现自身价值。

从福州乘坐合福高铁到古田县，原来 3
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需半个小时。今年6月
底开通的这条高铁，揭开了旅游资源极其丰
富却久在深闺少人识的古田县面纱。

“自合福高铁开通运营以来，古田北站接
待游客3.6万人次，接待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10倍。”古田县旅游局办公室主任陈锦滨说。

古田县境内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包括
世界陈靖姑文化信俗中心临水宫、佛教界领
袖圆瑛大师故居、著名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
林耀华故居、华东地区最大的天然高山草场
白溪草场、卓洋乡前洋村的明清古民居群、
福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翠屏湖等。

便捷的交通条件使得古田县的旅游迎来
飞速发展的契机。“古田县将发展乡村旅游
当作工作中心，以此为平台推进精准扶贫，
促进农民就业和收入增加。”古田县委书记

谢再春说。
黄田镇凤亭村是林耀华先生故里，享誉

中外的《金翼》一书，成功地表现了中国南
方汉族农村宗族与家族生活的传统及其变
迁。“我们力争还原书中描述的民俗生活场
景、情景，体现金翼文化的魅力。”黄田镇

镇长彭实介绍说，乡村旅游的项目包括修缮
林耀华出生地故居、修建“金翼老茶馆”、
重装“金翼客栈”、整修民俗商业古街等。

针对乡村旅游同质化严重的现象，古田
县要求，每个乡镇选择 1 至 2 个具有一定基
础和有旅游资源特色的村重点建设，突出差

异性，做到“户户有卖点、村村有特点、乡
镇有看点、全县有重点”。

水口镇嵩溪村重点发展“体验型”乡村旅
游。厦门航空公司在该村挂职担任第一书记
的黄川宝说，村里成立了福建鹭溪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开辟了农家菜园体验、渔趣乐园、
孔雀园、水口文化展示馆等一批可看可玩的
项目，吸引了大批游客。“平常每天游客有两
三百人，国庆假期有六七百人。”黄川宝说。

古田县现已建成 12 个乡村旅游示范
点。根据规划，到 2017 年古田县将建成 30
个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业人员将达到 3000
人，接待游客每年达到 30 万人次，乡村旅
游综合收入达到2.1亿元。

（据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沈汝发）

据新华社福州电（记者康淼、黄
鹏飞） 据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
介绍，今年初以来，福建各金融部门
不断拓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截至9月
末，福建全省累计办理跨境人民币业
务 4843.04 亿元，同比增长 87.85％，
业务量跃居全国第六。

自今年 9月央行放宽人民币资金
池业务准入门槛后，越来越多的企业
抢搭人民币国际化“快车道”。近

日，农行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支
行与跨国公司华映集团达成跨境双向
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合作意向，拟成为
资金池主办银行之一。

“目前，人民币是全球第四大支付
货币，在支付货币中排名仅次于美元、
欧元和英镑，境外人民币产品也越来
越丰富。福建企业应当抓住自贸试验
区和海丝战略机遇，灵活运用。”人行
福州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说。

11 月 3 日，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进口跨境电子商务业务正式开启，
同时福州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在福州出口加工区监管中心启动。2015
年，福州市被批准成为跨境电商服务试点城市，电子商务成为福州发展进出
口贸易新通道。

图为在福州出口加工区监管中心，首单3个托盘的德国进口奶粉通过福州
海关监管后装车核放入境。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据新华社厦门电（记者付敏、陈
旺） 第二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汉字技能
大赛日前在厦门理工学院举行。台湾
师范大学、台北教育大学、浙江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厦门
大学、华侨大学、厦门理工学院8支
参赛队一展风采。

本届大赛的主题为“汉字文化搭
桥、书写两岸民意”，设汉字辨识
题、汉字书写题、成语接龙题、字体
转换题、两岸文化常识题等题型。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代表着
历史文化的内涵。”台湾师范大学硕士
研究生蔡长煌说，“希望通过这个比
赛，让两岸大学生认识汉字的美。”

厦门理工学院大三学生卢程程
说：“这是一个与海峡对岸高校学生
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我们在赛前的
交流中就成了好朋友。”

海峡两岸大学生汉字技能大赛由
国台办交流局、厦门市委宣传部、厦
门市台办共同指导。

本报福州电 （记者江宝章） 11
月3日，来自台湾的货物搭乘“海峡
号”高速客滚轮在福建平潭澳前码头
登岸，随即被运往福州江阴港，在这
里它们被整装送上首列“台湾—平潭
—欧洲”海铁联运列车。随着列车正
式开行，在随后的近 20 天时间里，
它们将跨越亚欧大陆，从新疆阿拉山
口出关，最终抵达德国汉堡。

“台平欧”海铁联运列车行程 1.1
万公里左右，由福州江阴铁路支线抵

达郑州，通过阿拉山口出关，最终到达
欧洲的德国汉堡，途径阿拉木图、莫斯
科、明斯克、布拉格、柏林等地。

“台平欧”海铁联运列车由若干
国内合作陆港和4个出境口岸组成多
个路径，辐射国内约 20 个省份，中
西亚约 10 个国家，欧洲 28 个国家。
列车比海运节约 15—30 天，费用仅
为空运费用1/5甚至更少，对于促进
福建双向开放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笔者办公楼对面有家台湾人开的蛋糕
店，老板是个30多岁的小伙子，因为坚持
精选原料和“台湾口味”，生意火爆得很。
他说，自从在大陆成功创业后，很多在台
湾的小伙伴也跃跃欲试，来大陆市场掘
金。尤其近来，大陆掀起“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热潮，这股政策的“东风”刮
到宝岛后，更是激励大批台湾“创客”漂
洋过海，“登陆”圆梦青春。

“一带一路”“创投”“互联网+”……这
些概念现在都是两岸创业青年口中的热词。
而刚刚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再次
提到“增进两岸同胞福祉，让更多台湾普通
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受益”等内容，更是
让台湾青年和中小企业欢呼雀跃。在政策和
市场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创业、创新、创
客、创意从海峡两岸汇聚到一起，新主体、新
业态、新动力、新模式不断出现，让人不禁感

慨，两岸青年的创新创业“黄金期”来了。
在大陆，市场广大，互联网应用灵

活，创新活力十足；在台湾，第三产业根
基深厚，尤其文创优势突出。两者碰撞，
产生无限可能。大陆还在北京、上海、杭
州、厦门等地设立了12家海峡两岸青年创
业基地，为台湾“创客”参与大陆“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大潮，实现自己的人生
梦想创造良好条件。未来，潜力无限。

在奋斗路途中，两岸青年还有可能互相
学习、借鉴，由陌生人变为共同打拼的好朋
友，想想看，这是件多么让人兴奋的事呀！

福建省第五届中小学生艺术节现场展演活动日前在莆田市拉开帷幕，近 5000名中小学生展演了声
乐、器乐、舞蹈、朗诵、戏剧、戏曲6个方面的170多个节目，展示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
化，促进学校美育改革发展。 林剑冰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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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第二届““华灿奖华灿奖””在平潭颁奖在平潭颁奖

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圆梦青春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圆梦青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汪灵犀汪灵犀

创新创业“黄金期”来了
雷 蕾

创新创业“黄金期”来了
雷 蕾

“台平欧”海铁联运列车开通“台平欧”海铁联运列车开通

闽自贸区开启跨境电商业务

福建跨境人民币市场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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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古田“乡村旅游”——

久在深闺少人识

一朝便捷引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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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雾渐渐散
去，福州闽江河
口湿地在水鸟的
鸣叫声中睁开青
色的眼睛。江风
吹在芦苇荡上，
一群群白鹭、海
鸥在草浪间穿梭
遨翔。

位于福州闽
江入海口南侧的
闽江河口湿地，
面积 2100 公顷，
是福建省最大的
原 生 态 河 口 湿
地，也是东亚—
澳大利西亚鸟类
迁徙通道上的重
要驿站，每年有
逾 10 万 只 候 鸟
在这里觅食、繁
衍、栖息、越冬。

福建省观鸟
会会长杨金是一
名 资 深 的 观 鸟

者。他告诉记者，闽江河口湿地有“三
宝”：中华黑嘴端凤头燕鸥、勺嘴鹬、
黑脸琵鹭。尤其是中华黑嘴端凤头燕
鸥，曾经在人类的视野中消失了 63
年，鸟类学家一度认为它已灭绝，直到
2000 年台湾观鸟爱好者才在马祖岛重
新发现了它的踪影，因其头部羽毛酷似
古代神话中的凤凰，故又被鸟类学家称
为“神话之鸟”。

2004年，“神话之鸟”现身闽江河口
湿地。从那以后，每年4—9月，黑嘴端凤
头燕鸥都会从台湾马祖岛飞往闽江河口
湿地，在这里的沙洲上嬉戏、求偶。据鸟
类学家们观测统计，目前中华黑嘴端凤
头燕鸥全球存量不足 100 只，而在闽江
河口湿地最多时一次就发现了16只。

为保护湿地生态环境，福建逐步建
立起相关法律体系。2002年4月，时任福
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一份“专家呼
吁抢救性保护闽江河口湿地”的专报件
上作出重要批示，长乐市政府建立了县
级自然保护区，2007年又建立了省级自
然保护区。2013 年 6 月闽江河口湿地成
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5 年 9 月，《福
建省湿地保护条例（草案）》已提交福建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湿地被任意侵蚀、过
度开发的状况有望得到真正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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