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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客居’唐河，但我创业
的根在这里。每次走在唐河台湾产业园
宽敞平整的景观大道上，我就找到了台
湾家乡的感觉！”6年前，台商詹添兴在
河南省唐河县投资 1.2 亿元 （人民币，
下同） 建起畅鸿塑胶公司，而今，这家
企业员工近千人，年产值超1.8亿元。

詹添兴提到的“台湾产业园”是唐
河产业集聚区最具招商引资吸引力的特
色园区之一，该园区规划占地面积 5 平
方公里，是河南省级特色现代化园区。

唐河县长周天龙介绍，在唐河 36.8
亿元的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投入中，台
湾产业园的投入就达到了12亿元。台湾
产业园从规划建设开始，就做到了水电
路通讯、暖气管网、标准化厂房、经济
适用房、职工医院、人力资源市场、行
政服务中心、城管服务中心“多功能全
配 套 ”；“ 重 点 项 目 专 班 负 责 全 程 跟

进”、“企业按需点菜、政府照单烹制”
等“完美服务”搭建起了孵化台资项目
的“暖巢”。

地处中原，唐河拥有丰富的文化资
源，这一点也成为招商有利条件。唐河
县连年举办世界廖氏、谢氏、丁氏祭祖
大典，台商台胞唐河行，“大陆新娘”
唐河行，“全国冯友兰哲学思想研讨
会”等经贸文化活动，让台商及外商了
解唐河。

县委书记刘明杰说，目前台湾产业
园已累计入驻台资企业13家，履约率达
100%，总投资额达75.5亿元。该园被省
委授予“省级台湾产业园”荣誉称号，
并作为南阳市台湾产业园承接沿海发达
地区台企产业转移。在台湾产业园的助
力下，产业集聚区共入驻固定资产超千
万元项目 152 个，年实现工业增加值
61.5亿元。 （金少庚）

新华社厦门11月14日电（记者付敏） 13日晚，《天空之城》——
久石让、宫崎骏动漫试听音乐会在厦门上演。来自金门的小学老师郑
月霞又一次来到闽南大戏院观看演出。

“我从闽南大戏院的官方网站了解到这场演出的信息，并推荐给了
我的几位朋友。我们对宫崎骏很熟悉，喜欢他的动漫，因此决定来看
看。”郑月霞说，4个月前，她跟几个同伴也专程赶到闽南大戏院，观
赏音乐剧《音乐之声》。

“从金门到厦门非常方便，从厦金航线过来只要半小时。”郑月霞说，
“金门缺乏专业的演出场所，以前要看大型演出，都要坐飞机到台北。”

郑月霞表示，厦金生活圈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了。“在我很小的时
候，就听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金门人摇船到厦门买酱油，或者到
厦门听南音。”“现在，‘小三通’这么方便，来厦门比去台北更便捷，
也更经济实惠。”

“演出很棒，规模很大，效果很好。”与郑月霞一同前来的蒋采凌
对演出赞不绝口。

蒋采凌现已成为闽南大戏院的官网会员。她表示，时常查看剧院
的演出信息，一有自己喜欢的演出就会过来观看。

蒋采凌还是一位“厦门通”。“很喜欢鼓浪屿。厦门的美食非常诱
人，很喜欢厦门的烤鱼、沙茶面。”

本报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赵珊） 香港浸会大学今天在京举办本
年度规模最大的研究生招生说明会。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办公室

（内地发展） 执行主任姚楠女士介绍说：“此次说明会带来了传理学
院、工商管理学院、理学院、文学院、中医药学院、社会科学院等多
个热门课程。其中，‘全球社会研究文学硕士’是香港浸会大学新增的
课程，视觉艺术是首次在内地招生的课程。”

香港浸会大学环境及公共卫生管理理学硕士课程主任钟姗姗告诉
记者：“该课程不是单一的学科，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希望招收不同学
科背景的学生。对学生学科背景无明确限制，不一定要医学、生物学
或者很强理科背景，过往许多读文科、商科，如英语、会计、管理、
甚至音乐专业的同学也会报读。”

与内地研究生培养模式有所不同，香港的研究生教育分为授课式
和研究式两种。授课式研究生培养强调应用性，具有修读年期短、课
程多元、国际视野丰富等特点。去年，香港浸会大学授课式研究生招
收了大约1600名内地学生。

时间进入11月，香港学生迎来了“毕业
典礼季”。香港学生通常在 6、7 月份毕业，
但由于香港高校毕业证件审批严格繁琐，想
拿到毕业证书，却要等到年末。随着老生正
式宣告毕业，毕业后的道路选择，成为摆在
下一届同学面前的现实问题。内地“史上最
难就业季”已喊了多年，香港的就业形势会
好吗？

香港行业薪酬大比拼

根据香港人力资源管理网站 CTHR.hk
今年上半年发布的2014年香港毕业生招聘及
薪酬调查，应届生的起薪点中位数 （月薪，
下同） 维持在 1.2 万元 （港币，下同），与
2013 年相同。在主要的 13 个行业中，毕业
生起薪点有差距，最高为“建造业”，中位
数为 1.7 万元，其次为“电讯”（中位数 1.5
万元）、“物业代理及发展商”（中位数1.375
万元）。而饱受期待的“银行及金融业”起

薪只有1.225万元。最低则为“教育界”，中
位数只有1万元。

而在各行业招聘意愿方面，“护理及制
药”对应届生需求最大，其次为“建造业”、“媒
体及传播”。招聘意愿最低的行业是“咨询科
技”、“制造及贸易”、“非盈利机构”。

近八成受访雇主称，在招聘应届生时，
最看重“工作或实习经验”，其次为“就读学
科”（76.6%）及“学业成绩”（44%）。相比之下，

“义务工作”（7.8%）及“海外交流”（13%）的受
关注程度略逊一筹。约有36%的受访雇主最
看重“就读大学”，其中香港大学、香港科
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毕业
生较受青睐。

起薪及流动速度下降

原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何建宗
说，在世界范围内，香港青年失业率不高，
就业率高，工资也还行。但有青年可能认
为，20年前的工资跟现在差不多，物价却已
涨了很多，现在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比以前
低。

补习名师张欣欣1993年大学毕业，当年
担任大学助教月薪约 1.4 万元，但午饭仅 20
多元、远程地铁费仅 10 元，“至少可以存
钱”。现在的大学生月薪仅 1.1 万元至 1.2 万
元，一顿午饭已花费五六十元，扣除各方面
开支已所剩无几。

有研究发现，近年来，大学毕业生起薪
点及其向上流动速度，均呈明显下降趋势。
1993 年 至 2013 年 间 ， 通 胀 累 计 幅 度 为
51.4%，据此调整后，2013 年大学生起薪中
位数仅为 10860 元，比 20 年前 13158 元减少
近2300元，不升反跌。大学生毕业后工作5
年，20 年前月薪可由 1.3 万元升至 1.9 万元，
升幅达 45%。而 2008 年却仅由 1.2 万元升至
1.5万元，只增25%。

建议多向外寻求机遇

根据 ECA International 的数据，香港雇
员明年薪酬增幅虽达4.5%，与去年相同，但
若扣除通胀，平均的实际薪酬增长只有
1.5%，为亚洲薪酬增幅第三低的地区，仅比
澳门及缅甸高。而内地雇员明年将有 8%薪
酬增长，略高于去年的7.8%，即使考虑通胀
因素，平均实际薪酬增幅仍达6.2%，待遇更
为全球第二高。

香港《经济日报》援引研究数据称，20 年
来香港大学生薪金明显贬值，而精英大学生
毕业起薪也每况愈下。人力资源专家认为，原
因在于大学生人数增加，导致学位贬值。

经济学家关焯照说，20 年前大学生较
少，不少公司以理想待遇招揽精英毕业生。
但现在除 8所支柱大学，还有私立学校，大
学毕业生人数增加，但市场并无足够专业性
职位。

香港青年团体“新青年论坛”召集人邓
咏骏建议，年轻人应向外寻求机遇，如到大中
华区工作，把握内地经济起飞带来的机会，同
样应多游历、探索世界。发展人际网络将有助
创业，政府也有创业基金，年轻人应把握科技
发展带来的优势。

估计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这两天有点焦头烂
额。国民党最近频频出招，先是“习马会”历史
性地成局，“九二共识”、两岸双赢博得世界一片
叫好，唯独绿营酸酸地罗列了一堆“理由”去反
对；再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开启了访美行程，直
接在美国媒体上刊文批评说，绿营不承认“九二
共识”，让两岸关系“处于危险的境地”。在两岸
议题上大玩文字游戏的蔡英文，本想瞒天过海，
却引火烧身，被动情势是显而易见的。

模糊空间被压缩

众所周知，模糊不清的两岸政策是时下民进
党最大的软肋。蔡英文之前从不直接面对两岸问
题，只是用类似“前朝政策”“维持现状”等词
汇。然而，“习马会”大大挤压了蔡英文的“模
糊空间”，抱着“不承认不否认”态度的蔡英文
被逼到了墙角。在国民党前“立委”雷倩看来，
统“独”过去是个一维的讨论，加上了战争与和
平路线的选择就是个二维的讨论，所以蔡英文必
须要面对一个比较困难的命题：如果不承认“九
二共识”，要如何确保和平？！“她的空间是被大
大地压缩了。”

不少岛内舆论敦促蔡英文正视“九二共
识”。国民党“立委”蔡正元说，绝大多数台湾
人都支持“习马会”，蔡英文被会面光芒刺伤眼
睛，所以看不到其确保人民安全的政治基础。台
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张麟征称，蔡英文不想
延续国共两党架构下的现行两岸政策，却想承接
由此衍生出来的两岸和平，所以主张模糊的“维
持现状”，但大陆领导人提出“基础不牢，地动
山摇”，容不得她闪躲。《中国时报》说，蔡英文
必须展现勇气与智慧，以更高的格局处理“九二
共识”这个“定海神针”，否则很难说服外界相
信再次政党轮替后的两岸关系会风平浪静。

前国民党“立委”邱毅更是说得到位：“所
谓的搭桥，这个桥的名字是‘九二共识’。蔡英
文到现在回避‘九二共识’，不承认‘九二共
识’，就没有这个桥。”

明拒是为了暗推

面对“习马会”绑紧“九二共识”这根定海
神针，蔡英文高分贝展开了破拆和质疑。

台湾“中央日报网络报”分析说，“习马
会”之前，蔡英文宣称，两岸“不需要有政治前
提的交往”，“任何会面都不应限缩在特定框
架”。“习马会”之后，她又声言这场会谈的“唯
一效果”，是“框限未来在两岸关系上台湾人民
的选择”。她所指的政治前提、政治框架是什么
呢？当然就是习马共同确认的“九二共识”。她
所谓“在两岸关系上台湾人民的选择”，还不就
是“台独”党纲？！今年以来，参选 2016的蔡英
文为争取中间选民及回应美国要求，淡化了“台
独”主张，改称要“维持两岸现状”，但一场两
岸领导人会面，就让她的“台独”本性毕露。所
以蔡英文还在明拒“九二共识”、暗推“台独”。

是否承认“九二共识”，是考验台海关系的
一个“试金石”。只是深深扎根“台独”理论的
蔡英文已经把“九二共识”看成自己的“票房毒
药”。台湾淡江大学教授陈一新对媒体表示，其
实在蔡英文访美数月后，美国智库学者开始对她
的两岸论述感到不放心。本来还期望她在访美后
能继续调整，但在期待落空后，转而撰文抨击她

“一成不变的两岸论述”。
朱立伦在11月12日投书《华盛顿时报》，发

表题为“两岸和平处于险境”的署名文章。朱立
伦称，虽然蔡英文6月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声称
要维持两岸现状，不过，她却回避“九二共识”
这个政治基础，使得两岸自2008年来维持的稳定

与和平现状“处于危险境地”。

地动山摇非戏言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暨政经所教授周志杰
说，也许“九二共识”在台湾已经被窄化或是“妖
魔化”，但是这一次“习马会”就是秀给台湾民众
看，只要按照这个路线走，其实对两岸民众都有
好处，和平将变成两岸继续交往不可逆的基础。

《联合报》 近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台湾三党推出
的“大选”候选人中，28%的民众认为国民党主
席朱立伦最能维系两岸稳定，比蔡英文和亲民党
主席宋楚瑜各高出 6%和 9%。朱立伦近日开启的
访美之行更加备受瞩目。朱立伦表示，这次访问
会向外界传递国民党“务实可行”的两岸政策。

周志杰提醒说，蔡英文只撷取两岸和平发展
现状的部分语境，论述成所谓的“维持现状”，
目的是想要糊弄民众。他强调，“维持现状”是
台湾的主流民意，但不可能只出现维持现状的结
果，而没有创造维持现状的原因，即使未来民进
党执政，没有与大陆建立政治互信基础，将会出
现两岸交流“官方停止往来、民间继续互动”的
状况，这要如何“维持现状”呢？

在“中央日报网络报”看来，否定“九二共识”
的结果，将是两岸协商机制“坍塌”，两岸事务首长
的交流机制不再，更不可能有“习蔡会”。而推动

“台独”则将引爆两岸政治冲突甚至军事危机。在
这种情势下，民进党被动式的因应还是过分消极。
未来无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还是 TPP（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没有稳定的两岸关系，台湾
恐怕都会被排除在外。更别提台湾勉力维系的所
谓“邦交国”关系了。一旦“地动山摇”，“断交潮”将
在所难免。所以问题来了，蔡英文和民进党是要让

“和平发展之舟”“彻底倾覆”呢，还是愿意正面考
虑“九二共识”不可替代和回避的价值呢？

岛内民众不再买账 两岸论述面临摊牌

蔡英文须就“九二共识”给个明确说法
本报记者 任成琦

香港浸会大学在京招生

金门民众跨海到厦门看演出

厦金生活圈逐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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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唐河县：

用文化与服务吸引台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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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贸易发展
局率领 11 位设计师在台北
松山文创园区展示其最新
作 品 。这 场 名 为“Fashion
Hong Kong”的时装秀是11
月12日至15日在台北举行
的第十二届台北魅力展的
活动之一。

图为模特展示香港时
装设计师的作品。

吴景腾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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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成长放缓 专业职位不足

香港大学生 毕业后再临“大考”
俞 晓

薪资成长放缓 专业职位不足

香港大学生 毕业后再临“大考”
俞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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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4 日，台北 101 大楼点亮代表法国国旗
的蓝白红三色灯，哀悼巴黎恐怖袭击罹难者，并
为伤者祈福。

吴景腾摄 （新华社发）

台北101大楼亮灯
哀悼巴黎恐怖袭击罹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