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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
11月 1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场登
场。这是洪秀柱首次以中国国民党主席
的身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
民进党上台后两岸关系热度不再，“在
野”的国民党有意维持政策优势打好两
岸牌。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
独”，一直是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重中
之重。在这一背景下，国共领导人关于
两岸关系的最新讲话，自然成为外界关
注、解读的重点。

“有实质福祉”的会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台籍博士生
王裕庆全程关注了会面。一直持续观察
两岸关系的王裕庆表示，习近平讲话时
多次提到“九二共识”，从历史的高度
来谈国共关系、谈两岸大势、跟台湾人
民对话。洪秀柱致词时强调新通过的国
民党和平政纲，明确反对“台独”。一
切都表明，这是对于两岸同胞来说“有
实质福祉”的会面。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庞建国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习总书记很清楚地

表明，继续坚持“九二共识”这一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这个底线是
绝不会动摇的。针对当前两岸僵局，通
过跟洪主席见面，释放出民间渠道做突
破的善意，这种做法是比较清楚的。

台湾首府大学助理教授刘万礼认
为，洪秀柱积极进取，怀抱大中华的思
想与精神是非常令人感佩的。国民党或
洪秀柱谈“九二共识”的深化，有一个很
重要的精神在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南
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教授朱磊表示，
习近平致词时表示“公道自在人心”，
说明维护两岸和平稳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凸显绿营的无能

与国共领导人会谈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民进党当局迄今拒绝承认“九二
共识”，无法与大陆建立互信、展开对
话。洪秀柱致词时强调，国民党新通过
的和平政纲，就是为了对抗“台独党
纲”，在深化“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消除因“台独”分离主义引发的危险动
荡，维护来之不易的两岸和谐与繁荣。

刘万礼表示，民进党无法稳定两岸
关系，大陆不愿与其接触，绿营也提不
出和平政纲，不愿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在在凸显绿营对两岸事务的无能。

台湾《旺报》也刊发评论认为，蔡
英文就任以来“台独”动作不断，推动
“去中国化”的多项举措，提名支持
“两国论”的司法高层，都让大陆对小
英时刻强调的“维持现状”打上问号，
认为这是“曲线台独”或“新路径台
独”的作法。国共双方透过高层会面，
掌握两岸议题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同
时，这也凸显民共之间没有互信和政治
基础，沟通中断的责任和压力自然转移
到绿营身上。

庞建国表示，现在蔡当局陷入两岸
双方不接触、不往来的困境，如果想要改
变这一点，就必须对“九二共识”这一未
完成的答卷作出回应。

维护台湾民众权益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亚中认
为，习近平与洪秀柱会面的另一个意
义，是维护两岸特别是台湾民众权益。

张亚中指出，由两岸授权的两会在蔡当
局上台后沟通断掉了，但不少台商、台
生在大陆，不少大陆人来台湾的事务性
问题还是要处理。国共如果搭一个平
台，填补海基会、海协会两会功能，对
保障民众权益会有很大帮助。

王裕庆表示，会面刚好给支持反
“独”促统的两岸同胞一股暖流，更坚
定相信支持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声音不
会孤单！两岸的青年人也更应携手延续
这种力量，为两岸持续结合为命运共同
体而继续努力。

上海台研所副所长倪永杰表示，继
国共领导人会面之后，“两岸和平发展
论坛”立马登场，它对两岸经济、民
生、社会交流以及青年创业相信都会带
来推动效应。

台湾淡江大学教授王昆义在采访中
对记者表示，洪秀柱在会谈中讲得比较
明确，现在蔡当局无法跟大陆交流，国
民党就是要作为新的桥梁。如今岛内游
览业者和渔民等都不断叫苦，如果两岸
能持续交流合作，这会是对台湾人民最
好的礼物。

（本报北京、台北11月1日电）

“习洪会”引起两岸热议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张 盼

香港两名候任议员借宣

誓之机侮辱国家民族并宣扬

“港独”，恶劣言行举世罕

见。香港舆论沸腾之余，居

然还有一些人为他们辩解护

航，要求给予重新宣誓的机

会，更是咄咄怪事。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

区，立法会议员就职时对国

家至诚宣誓是庄严的法定仪

式，是议员对香港基本法、

“一国两制”的深刻认同，也

是规范议员日后尽忠职守的

有力凭证。梁颂恒、游蕙祯

在宣誓场合辱国播“独”，挑

战国家主权，于理不合，于

法难容，必须严格依法追究。

身为香港候任议员，竟

然口称“支那”，是否代表他

们是站在侵略者一边，支持

日本当年凌虐、屠杀中国人

的行为？当时香港被日本侵

占了3年8个月，港人也是惨

遭蹂躏，梁、游二人难道也

暗暗称快？如此行径即便出

自本议员都不可原谅，更遑

论是香港候任议员？

支持外敌入侵言论，已

触犯香港《刑事罪行条例》

第3条意图叛逆罪，及第9、

10条的煽动罪。若在战争年

代，这就是活脱脱的汉奸

典型，放到现在，也是赤裸

裸的叛国行径。难怪连香港

反对派人士都直斥二人“幼稚、无知、不知天

高地厚”了，不是无知到一定程度，确实无法

做到如此丧心病狂。

但是，反对派虽然口头批评，对于二人违

法的事实却绝口不提，反而力挺二人重新宣

誓，还组成人墙帮他们硬闯立法会。这只能说

明，反对派一些人心口不一，心底是支持二人

行径的。近些年，香港乱象迭起，出现“占

中”“驱蝗”、冲击立法会等怪事，究其根源，

正是部分人不断挑拨两地关系，中伤中国形

象，散播扭曲思想所致。

“港独”虽然是个假议题，但香港一些人传

播“港独”思想，危害不可忽视。“港独”言行

挑战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破坏中央与香港的

关系，危害国家安全，损害香港繁荣稳定，更

给香港年轻一代作出了错误示范。

沉疴当用猛药。当此之时，香港必须发扬

法治精神，依法对滋事者予以严惩，方能廓清

妖氛，以正视听。香港部分人也需反思，把议

政责任交给这样的极端人士，是否有利于香港

发展，是否对得起手中的神圣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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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兰花大王”王金堂落户安徽省合肥市蜀山

区井岗镇“清溪小镇”，在这里栽培1万多种兰花，每年

有近百万盆兰花供应市场，同时吸引各地游客到“清

溪小镇”来赏花。 葛宜年摄（人民视觉）

新华社澳门电（记者杨懿）
澳门媒体团日前赴湖北参访，不
少台湾青年在湖北的创业经历让
参访团成员印象深刻。

澳门媒体人在武汉临空港经
济开发区的青创基地观察到，受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感召，
越来越多年轻人踏出宝岛台湾，
到大陆创业就业。

王祥宇就是其中一员。已在
大陆从事科普教育近 5年的他，
目前是武汉力翰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大中华区负责人，远在台湾的
家人现在已习惯用“回武汉”，表
达对他立业于此的支持。

他坦言，公司初来大陆时也
曾遭遇“水土不服”，对大陆政策
的不了解，就好比摸着石头过
河，走了不少弯路。

王祥宇团队突破困境得益于1
年前加入湖北（武汉）台湾青年
创业孵化器。获批孵化的创客除
享受拎包入驻的免费办公设施，

还可获得企业注册代办、投融资
对接、辅导咨询等“一条龙”服
务。孵化器提供的一系列便利条
件，让力翰教育与超过30所武汉
学校达成了合作意向，公司业务
得到了切实拓展。

湖北（武汉）台湾青年创业
孵化器成立1年多来，已有20余
个台湾团队入驻，创业项目涵盖
教育、文创、生物技术、服务等
领域。武汉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园
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姜舟说：“随着
两地经济交流的深入，相信到鄂
创业就业的台湾青年人将有更多
的机会。”

澳门媒体人通过与湖北省台
办工作人员座谈得知，目前，湖
北已拥有台资企业2800余家，投
资额达 180亿美元，产业分布也
从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农业、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湖北省台办副主任徐元宏表
示，湖北作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

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
点，其经济发展速度为台商带来
无限商机。
“未来湖北还将重点加强两岸

基层民间交往，积极为台湾青年
来鄂交流、求学和创业就业创造
条件，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徐元宏说。

参访团团长、澳门日报副总
编辑林保华表示，参访活动已连
续举办多年，为澳门媒体了解大
陆对台工作和内地新发展提供重
要窗口。此访加深了澳门媒体对
湖北省对台工作成果的认识，为
澳门媒体报道鄂台合作提供了更
多新素材。

澳门中联办台务部部长徐莽
表示，希望澳门媒体通过参访了
解内地的进步与发展，关注两岸
关系、澳台关系发展。希望各界
为两岸青年学习、交流、就业提
供更多机遇，使青年一代成为推
动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

澳门媒体人：

台湾青年大陆创业令人印象深刻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夏凡）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
会近日发布调查报告称，香港拥有丰富的海岸及海洋生物
多样性，但海洋环境却长期受到海洋垃圾的困扰，而海洋
垃圾有六至八成是塑料制品。

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与合作伙伴于2014年 6月起
展开为期两年的“育养海岸”计划，通过海洋垃圾及生态
调查追溯垃圾源头。此计划在香港34处海岸点收集数据。

调查显示，塑料垃圾在岸上大型和小型垃圾中所占比重
分别达到六成半和七成半，在沿岸水域漂浮垃圾中占比高达
83.7％。在海底垃圾中，塑料垃圾占比六成半，每百米样线收
集到的平均垃圾量为30件。最常见的塑料垃圾是一次性塑料
制品，如泡沫塑料和塑料包装碎片、塑料袋、塑料瓶等。

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项目经理杨松颖指出，塑料
垃圾对香港的海洋构成严重污染，即使人烟稀少的地方也
无法幸免。海洋垃圾中不难发现被垃圾缠绕的海洋生物和
有鱼类咬痕的垃圾碎片，对鱼类健康和食物链完整性构成
直接影响，破坏生物多样性，如果这些污染物进入食物
链，最终将损害人类健康。

报告呼吁香港特区政府、环保团体和社会各界紧密合
作，从减少制造垃圾、防止垃圾进入海洋和有效清理海洋
环境等多个层面改善香港的海洋垃圾问题。

据新华社银川电（记者艾福梅）“海峡两岸
（宁夏）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对接会”近日在宁夏
银川举行。来自台湾的6位文创专家向宁夏旅游
界人士分享了台湾在相关产业方面的发展理念
和经验，并将通过实地考察为宁夏旅游景点宣
传、旅游商品创意设计等“支招”。

旅游商品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
游商品市场规模和档次既直接影响着旅游业的
综合效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地区旅游
业的发展水平。长期以来，宁夏旅游商品市场规
模小、档次低、品种少，缺乏龙头企业和有影响力
的品牌，这种现状迫切需要改变。

记者采访了解到，台湾文创专家除与宁夏
文化旅游企业分享理念和成功案例外，还将实
地考察宁夏旅游商品创意研发中心、沙湖、水
洞沟、西夏王陵、贺兰山岩画等地，全面了解
宁夏旅游文化企业的发展状况和问题。

在此次对接基础上，宁夏将借助“金犊
奖”平台，开展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文化创
意设计大赛，组织两岸大学生根据收集到的企
业需求“策略单”进行创意设计。“金犊奖”是
台湾旺旺中时集团创办的一项专业文化创意产
业设计大赛，创办于1992年，1997年进入大陆
地区，已经举办25届。

台文创专家为宁夏旅游“支招”

塑料垃圾威胁香港海洋环境

2016年 11月 1

日，黄河口大闸蟹从

山东省东营市现代畜

牧业示范区启运香

港。黄河口大闸蟹因

良好的品质受到香港

市场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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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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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1月1日电（李泽岩）11月12日，是中国
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在
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前夕，《和衷共济筑梦中华——
孙中山与华侨专题展》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开展。

展览以孙中山与华侨的爱国情怀为主线，展示了全世
界华侨在不同历史时期心系祖国，为国奉献的爱国精神。

展览展出展板58块，历史及文物图片200多幅，共
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侨社侨乡孕育革命，通过
孙中山先生早期与华侨关系密切的成长环境以及当时的
国际华侨现状，展现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形成以及华侨
积极奉献革命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振兴中华走向革

命，通过孙中山唤醒华侨的革命意识和华侨对早期孙中
山革命的支持两个部分，展现华侨与中山先生为了共同
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而携手共同奋斗的情况。第三部
分：创立民国维护共和，展现孙中山先生和广大华侨为
了保护革命果实、维护共和体制而进行的不懈斗争。第
四部分：弘扬精神，筑梦中华，展现孙中山先生逝世一
直到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海内外华侨弘扬孙中山先生
的爱国精神，团结一心为振兴中华的伟大梦想而奋斗。

在展览现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葵扇烙画艺术
展示将首次亮相京城，与观众进行互动，向首都观众现
场展现侨乡文化遗产深厚底蕴。

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孙中山与华侨专题展在京举行

�台湾兰花落户安徽

据新华社香港 11月 1日电

（记者夏凡）由中国文联、香港艺
术发展局共同主办的第八届海峡两
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1日在香港
开幕，百余位文化艺术领域的知名
人士和专家学者聚首一堂，共商中
华文化发展大计。

本届论坛为期两天，主题为
“舞台艺术与中华文化形象”。论坛
期间，与会者将结合海峡两岸及港
澳地区文化交流和发展现状，围绕
艺术表演与情感融通、当代艺术的
跨界与创新、传统艺术与当代继承
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王英伟和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
晓晖分别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许
晓晖向在场与会人士介绍了香港特
区政府在保存和弘扬中华文化艺
术、特别是中华舞台艺术方面所做
的努力。

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
于2009年创办，前七届论坛分别于
海口、台北、澳门、香港等地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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