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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一个关于两岸烘焙艺
术的论坛上，专业人士与青年分享
经验。一位大陆的成功创业者以自
身 经 历 介 绍 了 如 何 利 用 “ 互 联
网+”，快速打出知名度，几年间缔
造喜饼新品牌；另一位台湾专业人
士则强调互联网不能提供东西，消
费者还是要凭着新鲜出炉的幸福感
受选择喜饼。看起来双方各持观
点，实际上他们恰恰讲出了当前创
业的一体两面，值得青年创业者细
细品味。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时代，不仅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
区，海外归侨中也涌现不少青年创
业者。这与大陆政策支持不无关
系。如广东省设立了港澳青年创业
园，为港澳青年的创业项目提供孵
化器等方面的支持；浙江省就台湾
学生就业创业，专门出台优惠政
策；国侨办为华侨华人归国创业设
立“侨梦苑”，尤其对青年侨胞归国
创业提供助力等。

大陆市场受青年创客的青睐也
是重要原因。互联网掀起新一轮变
革的浪潮，从普通人一部手机解决
衣食住行，到政府部门通过互联网
更有效管理城市。互联网正在改变
我们的生活。相比于前辈，青年学
习新事物快，运用互联网这一工具
更熟练。而中国大陆幅员辽阔、地
区差距大，跨越地理空间的互联网
更具施展空间，可谓“广阔天地，
大有可为”。对于青年创客来说，这
真是机遇丛生的最好时代。

另一方面，这也是备受诱惑的“最坏时代”。我们看到
一些传统产业经过互联网的“加持”，化腐朽为神奇；看到
一些电商凭借巧思几个月间迅速崛起；但也看到不少美好
设想或一厢情愿或准备不足，如同吹起的肥皂泡，快速成
形，瞬间破灭。互联网带来无限诱惑，在一片追逐梦想的
喧嚣中，年轻的心最易受到感染和鼓动。但创业毕竟是一
件艰难的事儿，即使有快乐，也一定建立在身体忍受艰
辛、心灵享受愉悦的基础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前
辈们那些白手起家的故事并不过时——李嘉诚年轻时做推
销员，第一秘诀便是勤奋。别人每天工作8小时，他就工作
16小时。台湾“经营之父”王永庆则主张冰淇淋店要开在
冬天。因为只有潜心修炼内功，挺得过冬天的淡季，才能
在夏天游刃有余。不管什么时代，守住初心，脚踏实地，
精耕细作，才是创业成功的不变真理。

如同喜饼，“互联网+”可以助力行销品牌、开疆辟
壤，助力近距离与消费者互动，但能否成功最终还是要由
喜饼的幸福味道说话。对于青年创业者来说，可以借助互
联网的好风站上青云端，但切记莫忘初心，产品和服务是
否切中人们的需求，才是判定能否成功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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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海基会董事长热门人选的王金平（右）和宋楚瑜（左）。 （资料图片）

台湾海基会8月5日召开第九届第八次董监事会议，
会中将补选17名董监事，陆委会副主委张天钦拟兼任副
董事长。外界最为关注的是迄今仍悬缺的海基会董事长
人选。据报道，这项人事当天不会讨论。目前海基会有
代理董事长与代理秘书长，代理董事长陈德新代理任期8
月19日届满。台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董事长人选
当局会做整体考量规划，确定后尽快对外说明。

高调与低调

虽然目前缺少大当家的，但海基会的一举一动还是
动见观瞻。据了解，此次董监事会处理3项议案，包括
部分董监事补选、副董事长补选及海基会明年年度预算
案。陆委会表示，“5·20”后各“部会”派兼海基会董
监事的接任人选已陆续确定，包括“教育部”“文化
部”“内政部”“金管会”等 12 个机关均已改派。陆委
会由副主委林正义及张天钦兼任董事，另一位副主委邱
垂正兼任监事，并拟推派张天钦担任副董事长。此外还
有两席民间董事人选异动，包含华航董事长何煖轩及国
民党政党代表黄清贤，均安排于本次董监事会议中补
选。明年年度预算经讨论后，也将依规定8月底前将预
算书送“立法院”。

从“雄三”误射到火烧车事件，近期不少突发事件
都凸显两岸交流的不可或缺。但台当局一直未就“九二
共识”明确表态，如今两办两会交流停摆，陷入“冷和
平”的困境。担负两岸沟通责任的海基会，除了在火烧
车等议题上刊发一下声明，似乎也陷入无事可做的尴
尬。记者驻台接近两个月，发现原本每周一次的海基会
例行记者会一直付之阙如。人心思治的空档，何时推出
那个当家人，自然是大家瞩目的焦点。

据台媒报道，人脉横跨蓝绿、号称“万应公”的王
金平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热门人选。针对国民党内传出
不分区“立委”和海基会董事长只能二选一的声浪，王
金平近日曾拿出相关研析资料给党团干部看，里面写
着：“目前‘宪法’和法律，均无明文禁止‘立委’兼
任海基会董事长。”一切似乎暗示，他已从“法律层
面”确认过，至于接任的意愿甚至志在必得的意图，自
然也无需再质疑。

而另一位人选宋楚瑜，就低调许多。据媒体报道，
亲民党不支持国民党要提出的党产议题“释宪案”，是
与海基会董事长一职有关。宋楚瑜明确表示没有因果关
系，因为海基会董事长对他个人来说既不是官位、也不
是职位、更不提升地位，“谁对海基会有兴趣，他自己
去争取，宋楚瑜没有去争取过”。

澄清与打脸

有人说，现两岸处在“冷和”的“停滞”阶段和彼

此信任不足的状态，王金平能
否摆平“红蓝绿”的需求，恐
须视他所能获得的信任度和纵
横捭阖能力而定。但这只看到
了表，没有看到里。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
吴子嘉8月1日撰文认为，不挑
衅、不主动、不负责是蔡英文
处理两岸问题的“新三不政
策”。面对两岸两会交流中断，
蔡英文通过接受 《华盛顿邮
报》 专访表示，台湾方面已经
使尽全力缩小鸿沟；言下之
意，大陆是应该负责的一方，
不是她。“卸责论述”，几乎已
成为蔡英文“两岸论述”的最
高战术指导原则。 如果双方的
敌意螺旋不断上升，一旦危机
处理不当，“冷和平”就将面临
崩解并转趋冲突的险境。 那
么，台海势必将重新上演陈水
扁执政后期的两岸紧张情势。

在吴子嘉看来，或许蔡英文真的只想“维持两岸和
平”，无意追求“两岸和平发展”。台湾 《旺报》 认为，
两岸关系中，更重要的部分是民间交流。虽然台湾方面
对于协商中断很着急，但大陆方面对此并不着急。还是
谙熟两岸之道的宋楚瑜更明白，没有蔡英文的善意、授
权和对岸的呼应、买账，即使当上这个董事长，又怎么
会有什么作为？

针对蔡英文在 《华盛顿邮报》 专访中提及两岸有
“多元沟通管道”，《旺报》 援引大陆对台权威人士的话
说，蔡英文以为私下和大陆有沟通管道，“但其实没
有”。无论哪个人选，都对改善两岸关系现状起不了作
用，关键还是海基会能获得授权承认“九二共识”，这
样两会协商谈判机制才能恢复。在蔡英文不承认“九二
共识”的情况下，两岸双方不可能有沟通管道。《旺
报》称，这种澄清无异于直接“打脸”。

承认与否认

台湾游览车工会全联会表示，岛内有 1.7 万辆游览
车，今年因为政党轮替陆客锐减，出车率已经衰退七成，
损失超过 40 亿元新台币。火烧车事件后恐雪上加霜。知
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业者正准备到“总统府”前发动
游行请愿，抗议当局之前把陆客减少的责任全推到火烧
车事件身上，让业者背黑锅，但大家都明白，火烧车固然
会对陆客来台意愿造成冲击，但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
才是这种大衰退背后的关键因素。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对海基会董事长具体人
选不做评论。如果要确保两岸制度化交往成果，海基会
需要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九二共识”这一体
现“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台湾新当局迄今未承
认“九二共识”，动摇了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大陆国
台办与台湾陆委会沟通管道中断，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
基会的协商谈判机制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湾一方”。

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强调，
“只要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谁干海基会董事长对
大陆来说意义并不是很大”，希望蔡英文不要低估大陆
坚持“九二共识”的决心。他认为，蔡英文若有诚心
和善意，不妨把问题分解开来处理，先授权海基会承
认“九二共识”，这样就可以在两岸两会之间继续维持
互动沟通；等条件成熟了，再上升到陆委会接受。这
种“由下而上”、由半官方接受到官方接受的处理思
路，更加务实、更具可操作性，也比较符合两岸关系
的实际。

台媒引述对台权威人士表示，政党轮替不应该成为
不承认“九二共识”的理由。就好像两个人做生意签合
同，双方签了字，明天你换了一个人，拿着合同来找
我，不承认上面的内容，还要求我必须得认，有这个道
理吗？所以海协会在 5·21 声明中说，如果台湾认可这
个合同 （“九二共识”），两岸就继续接触谈判；如果
台湾不认可这合同，双方还能继续吗？未来4年，如果
台湾方面认为两岸是“国与国关系”，那两岸就不会有
任何正式互动，而“地动山摇”肯定不会是一句戏言。

海基会董事长缘何难产
本报记者 任成琦

今年上半年，香港零售业总销货
价值同比下跌超过 10.5％，是自 1999
年以来最大的半年跌幅。当地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内地访港游客持续减
少，加上香港本地居民消费意愿降
低 ， 香 港 零 售 业 短 期 内或将持续低
迷。业界应积极思考转型，提供多元
化和高性价比的产品，以挖掘消费潜
力。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2 日公布，6
月香港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
为 337 亿 港 元 ， 较 去 年 同 月 下 跌
8.9％。分析指出，内地访港人数下跌
对香港零售业带来严重冲击，未来半
年零售业表现也主要取决于访港旅游
业的变化。

从去年4月内地公安机关将深圳居
民赴港“一签多行”签注改为“一周
一行”以来，内地访港人次出现明显
下降。香港旅游发展局的数字显示，

今年上半年，整体访港旅客按年下跌
7.4％，约为 2716 万人次，其中内地游
客同比下降10.6％。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助理院长李
兆波表示，内地访港游客若持续减
少，香港全年零售业总销货价值跌幅
或将超过 10％，预计最快至明年年
中才有可能出现回升。

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蔡永雄
同时指出，除高端消费品销售出现大
幅下跌外，6月服装、百货公司等行业
也都呈现负增长。这说明本地市民的
消费也转向疲弱，预计未来半年零售
业将持续低迷。

然而也有不少业内人士指出，香
港零售业发展前景并非一片惨淡，近
期不乏积极信号出现。数据显示，虽
然整体访港旅客数字已连跌 13 个月，
但 6 月同比跌幅已收窄至 1.7％，为这
期间最低的1个月。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局长苏锦樑表示，7月上半月访港数字
止跌回升，整体访港旅客同比上升
5.3％，其中内地旅客同比上升3.5％。

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兼研究
部总经理廖群指出，近期港股受惠于
外围股市总体持续造好，恒生指数已
较年初低位反弹近两成，香港楼市表
现逐渐企稳，失业率也一直保持稳
定，这些对未来刺激香港本地的消费
意愿都是利好因素。

但廖群也强调，在经济大环境仍
总体看淡的背景下，这些只能为香港
零售业换来一些调整的空间和时间。
从长远来看，业界应积极思考转型，
提升服务质量，并提供更多元化、更
高性价比的产品，增强香港作为旅游
城市的吸引力。

蔡永雄分析说，目前购买奢侈品
的人越来越少，业界更需要关注内地

游客消费模式的转变，其更注重餐
饮、娱乐、时尚消费，并关注中等价
位的时装及饰品。香港作为自由港，
可在产品的丰富和多样性上多下工
夫，以增进游客认可。

受访人士普遍认为，作为一个开
放的旅游城市，香港零售业和旅游业
应着重塑造热情好客的“东道主”形
象，提升服务业质量，让访港游客都
能感受到热情与欢迎，这对提升购物
意愿、增加内地访港游客数量尤其重
要。

事实上，目前香港不少商家都已
迎合市场变化积极“备战”。新鸿基地
产 （中国） 董事冯秀炎表示，旗下商
场在场内装置了“小精灵诱饵”，与近
期火爆的手机游戏实现互动，增加客
流。据她估计，过去 10 天左右，商场
客流已较暑假平日飙升10％。

位于铜锣湾的希慎广场近期则新
设了不少健康及体育用品商店，以满
足年轻人的多元化选择。为吸引更多
人来广场购物，广场还将增加多间收
费较大众化的餐厅。

“随着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开放，以
及内地多个旅游城市的迅速发展，香
港需要在多方竞争下，积极创造新的
旅游和购物吸引力，才能真正实现业
界的复苏。”廖群说。

（据新华社香港8月3日电）

要
﹃
互
联
网+

﹄
更
要
幸
福
味
道

木

鸣

要
﹃
互
联
网+

﹄
更
要
幸
福
味
道

木

鸣

零售额半年跌幅17年来最大

香港业界力挖消费求转型
张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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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台湾基隆市的拥恒文创园区，8月
4日推出“星空熊”地景艺术造型。由5万
支风车打造而成的两只情侣白熊在万坪草
地上比邻而站，双熊下方以 2000 片回收光
碟组合成粉红和水蓝色斗大爱心，在艳阳
照射下艳丽夺目。

图为“星空熊”地景艺术造型。
郭 统摄

本报台北8月4日电（记者任成琦、王尧）“潇
湘韵·中华情”湘台少年交响音乐会将于 8 月 8 日晚
间在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会堂举行，届时台北爱乐
少年乐团与湖南青少年交响乐团将联袂演出。

据悉，两地孩子们将轮番献艺，分别演奏台
湾、大陆等地方代表性的多首曲目。音乐会将由台
北爱乐少年乐团开场，除莫扎特等人的经典作品，
还有令人引颈期盼的台湾民谣组曲 《桃花过渡》、

《望春风》 及 《丢丢铜仔》。下半场湖南青少年交响
乐团除了要让台湾的观众欣赏他们演奏的贝多芬、
柴可夫斯基等创作的经典，也将带来节奏明快、富
有浓浓大陆印象风情的《花好月圆》、小提琴协奏曲

《中原畅想曲》以及西藏民俗歌曲《欢歌起舞》。
由大陆新生代指挥家周小诗带领的湖南青少年

交响乐团，于 2015 年 2 月成立至今，规模已达近百
人，是大陆知名的业余青少年管弦乐团之一。台北
爱乐少年乐团在指挥刘柏宏指导下，则以多元的表
演方式和精湛的演奏水准在岛内颇负盛名。此次音
乐会将是两团首次合作。

“潇湘韵·中华情”音乐会

将在台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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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隆去看“星空熊”

据新华社香港8月4日电（记者张雅诗） 记者 4
日获悉，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的“一专一村”团
队，7月在重庆渝北区小五村建成一座现代竹桥“一
心桥”，以期为将来竹桥建设工业化发挥示范作用。

这座“一心桥”为拱式竹廊桥，跨度 13.5 米，
桥宽 2.9 米，可供 30 人同时通行，伫立在绿树掩映
中，与当地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桥的主体结构使用
原竹材修建，桥面也铺装竹排面板，只使用少量钢
材如螺栓、角钢连接。中大指，中国南方毛竹资源
丰富，可以就地取材，而且竹子的生长周期只需3至
5年，相比常见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环保，污染少，造
价较低。

中大姚连生建筑学教授吴恩融与中大建筑学院
的万丽博士于 2014年推动“一专一村”农村可持续
发展支援计划，希望能以专业知识，因地制宜解决
当地生活难题。去年6月，该团队开始为小五村筹建

“一心桥”。据了解，当地村民原本只靠一块低矮的
石板过河，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随着第一座“一心桥”完成，第二座“一心
桥”的筹备工作随即展开。吴恩融表示，“一专一
村”计划期望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能改善竹材加
工处理及成型技术，设计一套各地农村皆宜的竹桥
建造方式，惠及更多内地农村村民。他说，团队也
会于内地建立工场作培训基地，在培养人才之余方
便生产施工。

据介绍，“一专一村”计划的理念是整合一所高
校的专业知识和人力资源，以策略性、系统性和可
持续发展的方式，从居住环境、健康及公共卫生、
教育文化及经济等多方面，改善农村的环境和民生。

香港中大“一专一村”团队

助内地农村建现代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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