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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台湾“主计总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
失业率平均为 3.89%，近 7年同期首次上升，显示劳
动力市场受经济景气低缓影响。

岛内研究机构此前纷纷下调经济成长率预期，
继去年失守 1%后，今年估计同样难保。有台媒分
析，台湾经济已明显呈“L型走势”，这几乎是未来
两年左右经济基本格局。

岛内企业不再信任新当局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健全认为，
目前台湾陷入“闷经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支
引擎”全都熄火。岛内很多权威机构预测今年台湾
经济增长率不保1%。目前台湾面临世界经济景况不
好、内部经济结构转型压力和两岸关系不确定等三
重压力，经济地位不知不觉被边缘化。

“台湾低利率、低薪资，货币政策陷泥沼；高举
债、濒上限，财政政策难施展；天不应、地不灵，
投资不振出口黑。”台湾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
李沃墙认为，台湾必须通过创新来提振经济，目前
大陆把“互联网+”作为经济成长新引擎，值得台湾
借鉴。

台湾工业总会日前发布“2016 年政策白皮书”，
共提出293项建议，为历年最多。白皮书直言，新当
局上台后，两岸关系全面停滞、蓝绿对立依旧、电
力供应频亮红灯、劳资对立更加恶化、华航罢工事
件诸多不良效应、各项经济指标依然下滑。

此前，岛内7大工商团体反对新当局片面毁弃协
商共识，愤而发出“中止所有协商”之声。台媒分
析，企业界与当局叫板，此举前所未见，可看出其
惶恐不安乃至于愤怒。

台湾 《中国时报》 评论认为，岛内企业界内心
深处已不再信任新当局。民进党上台以来，几乎所
作所为都在恶化企业界的投资信心与经营意愿。不
谈蔡英文承诺要为企业界解决问题、改善经营环
境，单就企业界最关心的供电问题而言，新当局显
然已被“废核神主牌”绑架，似已无力解决。企业
界最关心的两岸关系也明显陷入“冷对抗”，货贸、
服贸至今无解，眼见台湾贸易地位边缘化，货品出
口竞争力流失，企业界能不忧心如焚吗？

台企全球布局难绕开大陆

有调查显示，岛内劳资双方对今年第三季度经
济展望的“净乐观比例”均为负数。受经济低迷影

响，全台第三季度有招人意愿的企业比例仅为54%，
创6年来同期新低；想要跳槽的上班族期待薪资与厂
商开价落差也高达22.2%。

《中国时报》称，新当局应该很清楚，要先有良
好的经济发展，才有更多新的就业岗位，年轻人的
薪资才可能提升，这些目标没有一项离得开企业界
的努力。不能忽视企业界对政策走向的不安与对当
局的不信任。其中最关键的供电与两岸两大因素，
新当局必须提出可信、可行的政策与应对方案。

台媒分析，新当局发展经济绕不开两岸关系，
又几乎看不到任何短期可行、提振投资、振兴景气
的政策，依此趋势经济与投资都难有起色，最后必
然伤害就业市场。社会大众应做好心理准备，当局
也要准备应对及承担其政治与社会后果。

台新当局上台后力推“新南向政策”，刻意区隔
大陆市场、谋求开拓东南亚市场。但台湾 1111人力
银行最新公布的调查显示，41％的受访企业不知

“新南向”为何物，22％不看好，19％持观望态度，
仅18％表示支持。

工总表示，面对两岸关系进入冷和平阶段，新
当局不该以意识形态引导产业发展，应避免台湾遭
边缘化，更该将“新南向政策”作为产业发展政策
的延伸而非替代。台湾企业全球布局无法绕过大
陆，新当局不该消极面对。

在工总理事长许胜雄看
来，大陆市场是台湾布局全
球市场的重要环节，建议新
当局展现维护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以及持续推动两岸经贸
与产业合作的善意，如此才
能建立彼此都能接受的互动
模式。

强行区隔
将付出更多代价

据台湾“财政部”最新
数据，岛内 7 月出口统计为
241.2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2%，终于摆脱“连 17 黑”

（连续 17 个月衰退） 转正，
结 束 史 上 最 长 衰 退 纪 录 。

“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
济研究所所长刘孟俊指出，
7 月出口转正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出口依赖电子产品、零组件；另一个是对大
陆出口转正，带动整体出口转正。

“台湾经济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动能来自出口，一
旦出口受困，经济难有理想表现。”李沃墙说，新当
局出于政治利益考虑，继续延宕“两岸服务贸易协
议”的生效，货贸协议协商也变得遥遥无期，两岸
服务与货物贸易开放水准基本停留在早期收获阶段。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唐永红
说：“两岸经贸关系发展面临停摆，使得台湾在投资
人眼中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边缘地带，难免看淡
投资前景。”尽管新当局提出所谓“五大产业规
划”，恐怕终将因缺失投资驱动而形同虚设。

台媒评论称，台湾经济前途离不开两岸关系，
纵使是蔡当局想用来贬抑两岸关系的“新南向政
策”，也是系于两岸关系。这不仅是蔡当局所不敢承
认的，更在“台独”媒体的扭曲和宣扬下，使得事
实无法广为台湾民众所知悉，以致迫使台湾付出更
多代价。

《中国时报》不无悲观地指出，外部两岸因素加
上内部投资环境恶化，民间投资衰退机率高，难再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下半年陆客紧缩冲击将更扩
散发酵，现有就业岗位亦将萎缩，新当局可能要准
备面对就业市场“冰河期”。

经济引擎全都熄火 企业界不信新当局

台湾就业恐将陷入“冰河期”
本报记者 张 盼

岛内分析称，新当局处理劳资争议时过于急躁，若强推某些劳工政策
可能导致产业受损。图为恐受波及的半导体业。 （资料图片）

新华社澳门8月15日电（记者刘畅） 澳门特区行政长
官崔世安15日前往北京，听取国家相关部委及有关部门代
表对 《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草
案文本》的意见及建议。

崔世安赴京前在机场表示，将与国家相关部委和有关
部门代表举行座谈会，以便更好地完成澳门“五年发展规
划”的编制，与广大居民一起努力实现未来目标，更有效
地与国家“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相对
接，融入国家新一轮发展，更积极地沟通和协调涉及中央
事权事务，更广泛地融入区域合作。

崔世安说，本次会议将特别提到全面提升粤澳合作层
次和水平，依照粤澳合作框架协议既定的原则及方针，完
善邻近区域的交通设施对接，优化通关模式，力求使规划
更务实及具前瞻性。

《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 （2016－2020年） 草案
文本》于今年4月公布，明确了澳门未来5年的发展定位是

“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协调联动、均衡
有序地推动落实经济适度多元，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特区
各项建设全面发展。经过公开咨询和意见收集，规划有望
于9月正式公布。

崔世安赴京听取
对澳门“五年发展规划”意见建议

8 月 14 日，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和
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的36名大学
生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祁丰藏
族乡完成考察交流活动。通过与当地
民众沟通交流，大学生感受到民族文
化传承发展的独特魅力。

起伏的祁连山雕塑、沙画 《藏族
少女》、木雕 《大雄宝殿》、精美的藏
族刺绣，在“牧童之家”欣赏到当地
孩子们的手工作品，来自香港的大学
生惊叹于他们的心灵手巧，也感受到
了藏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孩子们的带领下，大学生走
进东纳藏族家庭和社区活动中心，
与 祁 丰 藏 族 乡 敬 老 院 的 老 人 就 语

言、手工技艺、生活环境等方面进
行交流，进一步了解祁丰藏族乡及
藏族的历史文化。大学生还与孩子
们一起根据藏族传统面具形象制作
手工面具模型，并制作完成具有当
地特色的串珠饰品。

“我们希望孩子们在学校能够学到
关于我们藏族的文化，像语言文艺和
工艺。我想孩子们在把英语学好之
前，先把藏语说流利。”12 岁的乔鹏
是兰州大学文化行者举办的“童梦东
纳”项目的参与者，看到孩子们开始
学习了解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乔
鹏的妈妈安俊香很开心、也很欣慰。

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学生对这些

不同以往生活经验的经历觉得很新
奇，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和家长
与孩子们想要将这些文化保护传承下
去的信念，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们希望能将这些不同的体验带
回香港，介绍给更多香港的年轻人。

“香港大学生丝绸之路民族社区访
问计划”由教育部香港与内地高等学
校师生交流计划支持，兰州大学港澳
台办公室、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文化
行者管理委员会联合承办。该计划通
过对裕固族、保安族、东乡族、藏族
等 10 个少数民族社区进行访问活动，
探寻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

（据中新网兰州电）

“如果你是故宫的管理者，怎么能更好地发展
旅游项目？”这是参加2016京港青年伙伴训练营的
香港青年游览故宫时接到的“创业任务”。

今年夏天，香港青年北上实习交流的身影出
现在祖国内地的许多地方，他们年轻的脚步跨过
珠江、跨过长江、跨过黄河，他们带着求知的渴
望走进文博机构、走进创业园区、走进知名企
业，他们亲身感受着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

“盛夏”，也热切地发现着关系自身未来前途的
“热土”，更体认到个体与国家的深刻联结。

改观：从踏上内地那一刻开始

“你觉得香港青年是什么样子的？”
“有点小傲气，觉得内地比较落后吧。”
“你怎么看内地青年？”
“性格有点闷，不爱说话，不太开放，没什么

创新性。”
2016 京港青年伙伴训练营开营前，面对记者

的提问，两地青年这样描述对彼此的印象。活动
结束后，当记者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回
答完全“刷新”了。

“他们很热情、友好，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
彼此尊重与欣赏，很快就能亲密无间。”北京科技
大学大三学生郝泽宇说。

“内地同学虽然比较腼腆，但他们勤奋好学的优
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把事情看得很长远，而且
思考的角度非常专业。”香港青年邓蓉蓉说。

这一训练营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科技大
学、香港专业人士 （北京） 协会、中华青年精英
基金会等单位共同举办，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
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北京科
技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高校的 170 余名青年学
生，在彼此陪伴、相互学习的融洽氛围中，共同
完成了为期1周的城市越野训练。

实践：我们不是走马观花的旅游团

“一开始我的普通话听说能力都不好，一次接
听家长为孩子参加兴趣班报名的电话，说了5分钟
都没弄清楚孩子的名字，真是很不好意思。”香港
教育大学学生梁嘉欣说。她今年参加了中国科协
举办的港澳台大学生暑期实习活动，在北京自然
博物馆从事文秘和儿童教育的工作。

回顾1个多月的实习经历，梁嘉欣笑言自己的
普通话有了很大提高，是“最意想不到的收获”。
她在博物馆的“探索角”课堂协助教导孩子认识
自然，第一次示范解剖螃蟹时虽然心慌，但还是强
作镇定。她总结说：“多动几次刀就好了。”因为用
心，这个香港来的“小老师”收获了一份可贵的感
情，听说她要离开时，孩子们都说会很想念她。

由文化部组织的“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
已举办 11届，今年共选拔来自 22所高校的 81名港
澳在校大学生来内地，安排在国家图书馆、故宫博
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上海美术馆等24家
文博机构，进行为期5周的工作实习。

深入的实习体验，突破了“走马观花”“浮光
掠影”，是近年来香港青年北上交流的一大新亮
点。由国务院港澳办、文化部、香港中联办、中
国科协等部门、机构支持的香港学生内地实习项
目，提供了多样化的实习岗位，为香港青年结合
自身特点深入了解国家、了解内地创造了难得的
机会。

方向：背靠内地才有更好的个人发展

“我参与的项目涉及多个产业门类，不少是在
香港接触不到的。”香港学生杨德龙今年参加“青
年内地实习资助计划”，前往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
所工作。他感慨道，香港金融服务机构的客户几
乎全在内地，不了解内地的经济政策和产业动
向，不利于个人事业发展。

在杨德龙看来，“背靠内地、面向世界”是香
港的独特优势，对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而言，
这意味着拥有多个面向的事业规划前景。“将来无
论在内地、回港，还是到海外就业，内地的实习
经历都很有帮助。”

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意识到，香港的未来离
不开内地的发展，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息息
相关。当前，内地经济正在转型升级，大批新兴
行业蓬勃发展，创新创业方兴未艾，这为香港青
年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好舞台。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越来
越多的香港青年通过暑期交流实践，深入了解和
认识内地，也更清楚地体认到，只有“背靠祖
国、面向世界”，结合香港学生在语言能力、国际
视野等方面的优势，未来才能在职场中取得更大
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香港未来离不开内地 个人前途与国运相关

香港青年北上交流感触深
新华社记者 齐湘辉 王 攀

左图为大
学生参观“牧
童之家”，了
解手工制作。

李雷雷摄

香港学子探访甘肃藏族社区

感受民族文化传承魅力
杨龙秀 李雷雷

香港学子探访甘肃藏族社区

感受民族文化传承魅力
杨龙秀 李雷雷

右 图 为 大 学 生 与
当地儿童一起制作藏
族面具。 李雷雷摄

深港通正式获批
将不设总额度限制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赵晓辉、谭谟晓） 中国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与香港证监会主席唐家成16日在京签署
联合公告，原则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建立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这标志着
深港通实施准备工作正式启动。

根据双方签署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香港证
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联合公告》，深港通开通后，内地
与香港之间的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将包括沪股通、
沪港通下的港股通、深股通、深港通下的港股通四个部分。

深股通的股票范围是市值60亿元人民币及以上的深证
成份指数和深证中小创新指数的成份股，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的 A＋H 股公司股票。深股通开通初期，通
过深股通买卖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的投资者仅限
于香港相关规则所界定的机构专业投资者，待解决相关
监管事项后，其他投资者可以通过深股通买卖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

深港通下的港股通的股票范围是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
的成份股、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的成份股、市值50亿元港
币及以上的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的成份股，以及香港联合
交易所上市的A＋H股公司股票。

根据公告，深港通不再设总额度限制，沪港通总额度即
日起取消。深港通每日额度与沪港通现行标准一致，即深股
通每日额度 130 亿元人民币，深港通下的港股通每日额度
105亿元人民币。双方可根据运营情况对投资额度进行调整。

对于联合公告未提及的其他有关事项，深港通均参照
2014年 4月 10日沪港通联合公告相关规定。深港通正式实
施尚需4个月左右准备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