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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统计，台湾上半年失业率
近 7 年来首次出现增高。面对“闷经
济”，当局近日推出了酝酿已久的“新南
向政策纲领”。面对外界重重疑虑，台湾

“总统府”发言人黄重谚声称未来不排除
在适当时机，和大陆就相关领域议题协
商与对话，促使“新南向政策”与两岸
关系相辅相成云云。不过，深知个中三
昧的台湾工商业者坦言，民进党不承认

“九二共识”，大陆方面应该很难给予正面
回应。台执政当局不思改善，发个声明就
想协商，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迷梦而已。

人 心

在台当局眼中，“新南向政策”是为
台湾经济发展找出路的重头戏，是现阶
段整体对外经贸战略重要一环。所以，
蔡英文上任伊始，“总统府”成立办公
室，“国安会”成立工作小组，“行政
院”与相关各单位也陆续启动各项工
作。通过“新南向政策纲领”，更是频频
动作中的最新一招。

不过，一个地区的经贸发展，除了
靠拟定经济政策，更不能忽视企业经营
规律和业者的意愿。台湾要做大规模的
南向投资，归根结底离不开台商来推进。

“新南向政策纲领”的理想或许很丰
满，现实却非常骨感。蔡英文上台执政
后，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启动“南向政
策”的新版本，另一方面却跟旧日一
样，无法保护南下台商利益，甚至冷淡
大陆台商，心寒的台商很难积极推进。

事实上，早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
期，台湾就曾实行过不同名目的“南向
政策”，终因效果不佳，惨淡收场。如今
情况没有多少改观。台湾工商协进会理
事长林伯丰表示，台塑集团在越南那么

大的投资都受冲击，日前被课以名目罚
那么多钱，当局连派人去交涉都没有
做。这样下去，能去投资吗？

况且蔡英文走上执政舞台，大陆台
商无不感受到政情冷暖。“5·20”就职典
礼，蔡英文邀请海外台商参与，就是没
有大陆台商的份。正是这些成千上万的
台商，带动成千上万的投资，维系着两
岸日益紧密的联系，维系着两岸不断增
长的和平红利。如果放弃大陆市场号召
台商转向东南亚，台商是否会心甘情愿？

蔡英文早在端午节联谊活动时曾当
面向台商“挂保证”，表示将维系两岸间
各项制度化沟通和对话机制，沟通沟通
再沟通。许多台商直言，如今这些承诺
都已“跳票”。在两岸关系处于冷和的情
况下，两岸经贸前景不明，台湾经济也
难在短期内转好。台商感到忧心，西进
是个标杆，如果成熟的两岸经贸交流都
难以保证，人心不稳，拿什么去拼南
向？如果不善待台商，不管南向北向，
都将举步艰难。

共 识

民进党替换国民党走上执政舞台
后，强调维持现状，只承认“九二事
实”，但回避“九二共识”，马英九执政8
年两岸创下的平稳交流也遭到挑战。蔡
英文在不少场合表示，已经表达了最大
的善意。但在“九二共识”还是“九二
事实”的善意诚意和虚与委蛇之间，两
岸的互动开始趋冷甚至冰封。

新执政者无法与大陆达成共识，台
商首先品尝到了苦果。有人说，作为两
岸交流交往的纽带，每年在两岸经贸往
来中为台湾带来近 1000亿美元顺差的台
商，在两岸都已经不再是宠儿。

海基会举办的大陆台商中秋节座谈
联谊活动将在 9 月 14 日将在台中举行。
有台商透露，因为蔡英文不愿正面承认

“九二共识”，海基会董事长人选又迟迟
未公布，海基会目前功能有限，许多台
商存有疑虑，因此出席意愿不强。特别
是涉及到两岸政治关系，许多在大陆经
营不错的台商，担心受到政治因素波
及，可能都不会出席。

两岸许多交流停摆，在大陆打拼多
年、久历两岸关系变动的台商出奇一致
地认为，台当局当前在“九二共识”
上，迟迟不松口，要去东盟投资就更困
难了。因为“新南向纲领”太阿 Q，姑
且不论东盟与印度等国家的配合程度如
何，这些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大多是大
陆，根据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并没有

“外交”关系，交往起来本身就有相当多
的限制。若加上两岸在这些地方可能出
现的经济竞争和各种角力，“新南向政
策”更会雪上加霜。

有岛内专家投书媒体表示，因为两
岸当前的特殊情况，台湾的大陆政策与
对外政策必须有所区隔。两岸关系的核
心问题是“九二共识”，而“九二共识”
的核心内涵就是双方不是外国人的关
系。这种负面表列的方式，就是两岸争
议当中的一种妥协，也是必要的善意，
否则双方必陷入僵局。在此两岸关系渐
冻之际，台湾当局以一种明知不可为而
为之的方式，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去
向对岸挑战，确实极为不智。具体到

“新南向”成效如何，当在预料之中。

关 键

据大陆海关总署官网公布，2015 年
两岸进出口贸易额达 1885.6 亿美元。自

1991 年以来，两岸的贸易总额早就超过
1 万亿美元，台商投资大陆的资金总额
超过 1000亿美元，投资大陆的台资企业
超过 20万家，长期安居大陆的台湾人超
过100万。

有台商表示，“现在不光是台商定居
在大陆，很多学者、军工教人员、艺人
定居大陆，还有学生在内地读书、在当
地成家立业的不计其数。”无论从哪个角
度看，大陆都是台湾无法绕开的存在。

对于眼下所谓“新南向”，台湾工商
界和岛内舆论也是疑问一箩筐。在不少
人看来，所谓“新南向”，无非是想淡化
与大陆的经贸关联，为当前的经济困局
解套。但如此“舍近以求远”，能否让台
湾“堤内损失堤外补”，效果还是令人打
上大大的问号。

正如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所言，经济
问题要符合经济规律，若舍近求远，违
背经济规律，对台湾经济发展、对台湾
企业家都不好。海协会会长陈德铭也表
示，最好办法应是让企业根据自己发
展，决定应该往哪里去。两岸经济具有
互补性，台湾企业若可利用大陆的市场
优势，及大陆与东盟的良好关系，或许
会有更好的发展。

或许意识到了抛开大陆单干不可能
成功，黄重谚说，两岸各具不同条件及
优势，可相互合作，未来不排除适当时
机，与对岸展开协商对话，让“新南向
与两岸关系相辅相成”。不过，台湾舆论
及多位专家认为，台湾当局不承认“九
二共识”，推动所谓的“新南向政策”只
能是缘木求鱼。两岸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台湾当局只有正视这一点，
才能真正照顾民生福祉。

“新南向”如何走，会不会变成“撞
南墙”？关键的钥匙还是在两岸政策。

现实很骨感 问题一箩筐

台湾“新南向”绕不开大陆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据新华社福州8月20日电（记者林善传）“这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可
以加深两岸之间的相互了解，”来自台湾的陈裕强带着他的爱人、儿子，
第一次登上福建晋江金井镇福全村古城楼，边欣赏“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福全古村落”，边和记者交流此次参加两岸百对家庭传统文化互动亲
子游的感受。

20日，由福建省晋江市侨台外事局、晋江市传统文化促进会等单位
共同主办的晋台两岸百对家庭传统文化互动亲子游活动在福建晋江金井
镇福全村拉开帷幕。

此次参加两岸家庭传统文化互动亲子游活动的百组家庭中有70组是
来自台湾台南、澎湖等地，他们大多是第一次带孩子到大陆。

来自金门的张智超许婷婷夫妇说：“台湾和大陆都很重视孩子的教
育，带孩子来晋江感受这里的乡土人情、名胜古迹，可以更深刻地了解
晋台之间的人文及各种历史渊源”。

两岸百组家庭共聚福建

4000 多名路跑爱好者 8 月 21 日清晨在台
湾南部的嘉义县民雄乡开跑，奔向当地的大士
爷庙。“大士爷和合路跑”嘉年华当天开幕，这
也是台湾南部最大的中元庙宇节庆——大士
爷文化祭首次融入路跑这一体育元素。

此次活动以“为两岸和平而跑”为主
题。活动主办方、世华文经和合推动联盟创
始会长何俊元表示，“主办此次活动特别选在
南台湾，因为这里的老百姓最热情”，希望带
动更多民众响应为两岸和平而跑。

图为开跑仪式上当地民众一家齐出动。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为两岸和平而跑为两岸和平而跑

新华社香港8月20日电（记者张雅诗） 香港特
区政府署理财政司司长陈家强 20日向参与第六期香
港青年服务团计划的 13名团员颁发服务证书，表扬
他们早前在广东从事义务工作的杰出表现和服务他
人的精神。

去年9月至今年7月，香港青年服务团的上述团
员被派驻广东韶关和梅州两地，任教初中、小学和
学前班一些教学科目，并协助筹办课外活动。

在嘉许仪式上，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
华表示，今年4月他曾到广东韶关亲身了解团员的服
务情况。团员们抱有热诚、不怕艰苦、尽力教导，
值得嘉许。

刘江华说，希望该计划持续下去，并期望团员
们能借此次体验，带动更多香港青年加入到内地展
开义教的队伍。

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于 2011年开始推行香港青
年服务团计划，资助18至29岁香港青年到内地偏远
地区服务，至今总共有近110人参加。

新华社广州电（记者魏蒙） 记者从珠海出入境
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自 8 月 19 日起，在澳门遗失

《大陆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简称“通行证”） 的
内地旅客紧急返回内地以及在内地遗失 《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简称“回乡卡”） 的澳门居民紧
急返回澳门，可在珠海拱北边检站和澳门关闸边境
站办理紧急返回手续。

据了解，这一举措是相关部门与澳门特区政府
治安警察局磋商后，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作出的
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内地居民持通行证出境，若
在澳门不慎遗失，除可按现行机制到凼仔北安出入
境事务厅大楼报失，并前往“澳中旅”申请一次性
出入境通行证返回内地外，也可直接到澳门关闸出
境大厅罚款房办理紧急返回手续。

同时，在内地遗失回乡卡的澳门居民，原则上
也应按现行机制到拱北口岸“澳中旅”或口岸签证
处申请一次性出入境通行证。但因紧急情况申请返
回的，若已在内地边检机关办理自助通关备案手续

（7岁以下儿童不受限制）、且遗失证件在有效期内，
可直接到拱北口岸出境大厅督导台申请办理紧急返
回手续。

据珠海拱北边检站警官张子恒介绍，边检部门
还发出了需提醒注意的事项：上述紧急措施，不适
用于因公类证件及护照，申请人需配合双方边检部
门对身份信息及出入境记录等的核查。核查无误
后，报失的证件将被注销，不可再使用。

香港青年内地义工获嘉许

两岸健康养老产业论坛举行两岸健康养老产业论坛举行

遗失出入境证件

内地和澳门居民可办紧急返回手续
遗失出入境证件

内地和澳门居民可办紧急返回手续

本报台北8月21日电 （记者吴储岐、任成琦）
第二届两岸健康养老产业合作论坛 21日在桃园市长
庚科技大学举行。两岸专业人士就携手人才培育、
共创养老产业模式等主题进行研讨。

中国国民党荣誉副主席蒋孝严在上午举行的开
幕式上致辞。他所主持的中国台商发展促进协会，
经长期与大陆相关部门协商，于 2015年在合肥举办
首届两岸健康养老产业合作论坛，其后皖台双方达
成建立两岸健康养老论坛永久基地的共识，共同建
立合作平台，共创产业商机。

据了解，本届合作论坛围绕“两岸合作培育老
龄产业专门专业人才”与“两岸合作建立适合中国
养老的产业服务模式”等主题进行研讨，并邀请两
岸相关机构负责人就事实案例进行介绍。

本届合作论坛由中国台商发展促进协会、皖台
交流协会、长庚科技大学和 《旺报》 主办。论坛从
两岸产业战略合作的层次，集中探讨突破两岸结构
性问题，共同致力于建立两岸养老产业合作平台，
探讨合作投资模式、共同培训产业人才、建立两岸
养老示范基地机构及行业标准、协助两岸养老产业
接轨与融合等。

据新华社厦门8月20日电（记者尚昊、付敏） 美食的诱人之味、大
自然的奇味、传统文化的韵味、人与人之间的情味、不同民族的独特风
情味……20 日，以“味道”为主题的第七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
走进厦门，从两岸及港澳地区精选的200余幅优秀作品亮相厦门市海沧区
文化馆，展会将持续到9月18日。

展览作品分“童画天地”“一起飞翔”“当代对话未来”三部分，一
幅幅天真烂漫的画作在无声中展开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对话。拉萨10岁儿
童智美旺宝创作的画作 《扎西德勒》 呈现了雪山、经幡、转经筒等景
象，带领观众仿佛置身世界屋脊；澳门11岁儿童黄善慈创作的画作《家
人的黄昏》描绘了家人的团聚，传递着亲情的温暖；台东5岁儿童何玮庭
创作的画作 《欢喜过新年》 一派火红，传统的新年元素次第排开，展示
着传统佳节里的欢乐祥和……

展会策展人周樱说，展会坚持以孩子的视角作为切入点，观察当下
社会折射在孩子们心灵上的投影。孩子们用各自存留于心的“味道”，为
大家奉上一场愉悦的视觉盛宴。

两岸少儿美术大展走进厦门

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颜昊、谢希语） 中国人
体器官移植管理机构负责人 18 日在香港表示，
2016 年上半年中国器官捐献案例同比增长 45％，
年器官捐献数量位居世界第三。

由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主办的第 26 届国际器官
移植大会 18 日在香港开幕。与会的中外专家表
示，中国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相关法规、制度以及
标准已经与国际公认标准保持一致，器官捐献与
移植的“中国模式”受到国际专家的认可。

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主任王
海波透露，据该系统的统计，2015 年中国完成器
官捐献2766例，捐献大器官7785个，超过2013年
与 2014年捐献数量的总和。2016年上半年，中国
完成器官捐献大器官 5029 个，捐赠案例较去年同
期增长45％。中国年器官捐献数量已位居亚洲第1
位、世界第三位。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通过代表向大会致
辞时表示，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在保障人
民群众器官移植医疗需要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器
官来源的结构性变革，摸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器
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

李斌表示，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公
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使用符合伦理学原则的器
官，严格控制活体器官移植，禁止旅游移植，保
障器官捐献者和接受者的权利。

李斌说，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是
破解世界面临的器官短缺共同难题的中国方案，

是对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为世界特
别是与中国有相似国情的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新
模式。

2010 年，中国启动公民逝世后器官自愿捐献
试点。2014年底，中国政府宣布自2015年1月1日
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
民逝世后器官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
渠道。

世界卫生组织负责全球器官移植的官员何塞·努
涅斯教授表示，过去一年半曾4次访问中国，中国
近几年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进度和决心非常令人
鼓舞，不单是医护人员，卫生行政监管等政府部
门也不断在努力推动改革。

努涅斯说，在中国禁止死囚器官移植后的第
一年就有超过 2700 名自愿器官捐献者，使超过
10550名病人得以重获新生，今年又有40％至50％
的增长，这是移植器官得到公平分配的证明。

努涅斯说，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已经是中国
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来源，这与世界卫生组织的
方向指引相符合。中国已实施了多项措施以保障
器官捐献制度的透明、公平和可溯源性，成就有
目共睹。

与会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
燕红介绍说，中国的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遵循自
愿无偿、知情同意、回避、伦理审查等八大原
则；中国已经形成了包括器官捐献系统、器官配
置系统、临床移植系统、科学登记系统、监督管

理系统在内的五大器官捐献与移植系统，这些法
规政策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 《人体细胞、组
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

据王海波介绍，中国政府六个部委联合发文
建立了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展现了中国
政府对器官捐赠和移植的重视。运输是器官捐赠
和移植的重要部分，建立绿色通道在系统层面上
改善了中国器官移植的质量和安全。

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主席菲利普·康纳表示，国
际器官移植协会了解中国在器官移植方面存在的
困难，很高兴看到中国在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方面
取得的进展。协会将与中国一起共同努力，改善
中国的器官捐赠与移植系统。

器官捐献移植“中国模式”受国际认可
年器官捐献数量位居世界第三

曾接受过器官移植手术者在开幕式上表演中
国功夫，展示强健体魄。中新社记者 张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