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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是中国国民党成立122周
年党庆，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一大早却搭
机前往菲律宾。岛内庆祝仪式比如向孙
中山先生铜像献花，都由国民党副主席
代为致意。这是什么原因？原来洪秀柱
到海外去，身怀更重要的任务——为
党募款。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在这个特
殊日子里亲身践行孙中山的创党理念。
毕竟，众所周知，在野的中国国民党面
临痛苦转型和东山再起的巨大压力。

募款与裁员

洪秀柱和中国国民党面对的现实极
为残酷。随着民进党当局“不当党产处
理委员会”的步步紧逼，国民党资产被
冻结，连党工工资都发不出来。当前的
首要任务，就是拉响“救亡图存”的警
报。这四个字，一点都不夸张。

国民党最新的应对有两招，一是党
工减员，二是募款定责。根据中常会通
过的编制员额修正案，由中央党部负担
薪资的中央和地方党工将从743人锐减
到310人，另外地方党部可以根据经费
自行聘用人员，上限为262人。国民党
行管会主委邱大展日前表示，已将“大
量解雇计划书”送到台北市劳动局，共
裁员738人，估计需要14.99亿元（新台
币，下同）的资遣费与年资结算金。

在中常会通过的还有党公职人员募
款责任额实施办法，上至党主席，下至
乡镇市长，各有不同责任额。党主席募
款额度每年1000万元，直辖市长200万
元，中常委100万元。

此前洪秀柱就动过卖房救急的念
头。为了给党工发薪资，她自己背负了
9000万元债务。在帮党募款的思路下，
除了全台走透透，洪秀柱还将安排海外
行程，跟随孙中山当初推动革命时的募

款脚步，前往东南亚与美国，向海外党
员与侨界请求帮助。如今第一站就到了
菲律宾。据悉，菲律宾华人社团将发动
“小额捐款”以示支持。用洪秀柱的话
说，大家“共体时艰”，为国民党的永
续发展尽力。

比强不比烂

国民党忙着筹钱清人，那边“党产
会”也没有闲着。25日该组织将开会决
议认定，中国国民党所属中投、欣裕台
公司都是“不当党产”，包括国民党中
央党部八德大楼都必须充公。对此国民
党中央表示，早已依法续租 5年租约，
如果中央党部被没收也决不搬走，且已
准备好向台北行政法院提告。

国民党批评说，这种做法有如开坛
作法，念的咒语是“急急如律令”。其
实蓝绿双方都心知肚明，民进党当局主
导“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如意算盘就
是要把国民党斗垮批臭，弄得“一穷二
白”，永世不得翻身。到时候民进党即
使施政再烂，也难有旗鼓相当的竞争对
手，民众再不满，也只能选唯一的那个
烂苹果。

国民党见招拆招，向“党产会”
行文提出要求，解封账户支付14.99亿
元资遣费。对方如果不同意，将遭到道
义和舆论谴责；如果同意，党产资金冻
结就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外，国民党也
试图变被动为主动，抨击蔡当局多项施
政不彰，以求在其民调崩落时反戈一
击。

但民进党当局自作自受，作为对手
切莫沾沾自喜。批驳执政党是“在野党”
的本分，仅靠骂是不会把人骂下台的。
要实现蝶变和涅槃，就要比强而不是比
烂。一句话，既要顾生计又要创生机。

危机或转机

不少人悲观认为，失去庞大党产的
国民党能否置之死地而后生，尚是未知
之数。从长远看，利用外界压力实现转
型，甩掉旧包袱，是看似危机、实则转
机的一招活棋。

尽管口头上难以承认，但国民党慢
慢学会了以政敌为师。如火如荼的募款
热中，就不乏取经民进党的影子。前些
年民进党失去政权后，政治行情低迷，
政治献金大减，上至党魁、下至议员都
有一定数额的募款任务。国民党还明确
表示，每年度所募得的金额完全依照
“政治献金法”规定处理。这种看齐，
有助于民众印象的改观，摆脱“不当党
产”的污名，使民进党难以再就这个选
举议题予取予求。

洪秀柱明确表示，国民党接下来要
走向志工化、年轻化、扁平化。这不但
可填补党工锐减后的人荒，更有助于调

动各方尤其是年轻人的积极性。国民党
中常会23日通过“培育项目”与“武林
计划”，为 2018 年县市长选举储备人
才。 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参与者都不
保障提名，也无民调礼让，都要经由党
内初选获胜才能获得提名资格，党中央
将协助补强外在形象、地方经验或议题
能力。若参选者未当选，可以继续蹲点
深耕等待再起。这种深层改革，比起简
单的党工裁员相去何止千万里，若能成
真，日后必见实效。

洪秀柱是个明白人。她在菲律宾
致词时说，国民党要东山再起不能靠
“钟摆效应”，而是端出好的政策与作
为。“国民党米缸没有米了，真的是苦
不堪言，可是我们不怕，千金散尽，
人心回来就好。”因为，民进党可以剥
夺国民党党产，但不能夺去创党精神
与理想。如果最终踏平坎坷成大道，
再回头来看，无论募款还是裁员，不
过都是“百年老店”前进路上的小插
曲而已。

党工裁员一大半 主席年募一千万

国民党拉响“救亡图存”警报
本报记者 任成琦

本报台北11月24日电

（记者吴储岐、张盼）23日下
午3时许，台北木栅指南宫钟
磬齐鸣，鞭炮震耳，迎接正
在台湾巡游的四川省青城山
祖天师神像。

本月19日至30日，由四
川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
四川省民族宗教委员会、四
川省道教协会与台湾高雄道
德院联合举办的“道行天下
——青城山祖天师巡台祈福
文化庆典”，在台湾各地举
行。来自四川成都、绵阳等
地的天师洞、青羊宫、上清
宫等20多座宫庙道观的道教
界人士近百人，恭护祖天
师、太上老君、哪吒三太子
三尊神像巡游台湾，并举行
祈福庆典以及舞龙、武术汇
演等宗教文化交流活动。

巡游期间，神像分别前
往高雄道德院、台北木栅指
南宫、台中元保宫、新北三
峡北极宫、基隆北巡玄德
宫、台南临水宫、云林北港
朝天宫、南投慈善宫等20多
座台湾宫庙道观。

台北木栅指南宫是此次
巡游重要一站。虽然当日阴雨
绵绵，但仍有大批信众在指南
宫等候迎接。神像在众人恭护
下，缓缓抵达指南宫纯阳宝殿
并驻驾安位。随后，两岸暨港
澳的道教界人士及信众举行
了隆重的祈福仪式。

指南宫管理委员会主任
委员高超文表示，非常欢迎
祖天师神像来台巡游。道教
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
分，指南宫奉祀的主神是纯

阳祖师吕洞宾。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指南宫
就开始与大陆道教界互动交流，希望两岸能够
共同努力，弘扬传统文化精髓。

四川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副会长杨伯明
说，四川是道教发祥地，有“道在中国，根在
成都”之说，东汉时期张道陵天师在成都市大
邑县鹤鸣山创立道教，迄今已有 1800 多年历
史。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信仰，是所有
华夏子孙血脉相承的黄金纽带。祖天师、太上
老君、哪吒三太子神像跨过台湾海峡来到岛内
巡游，是两岸道教界交流交往的一件盛事，这
几天神像在高雄、台中等地受到热烈欢迎，台
湾信众的热情、虔诚令人感动不已。

四川省台办副主任赵宇表示，此次在台湾
开展“道行天下——青城山祖天师巡台祈福文
化庆典”活动，切合了广大台湾民众的需要，
有利于增进台湾民众对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认
同、血脉认同，也将进一步扩大四川道教文化
的影响、深化川台各领域交流。

11月22日，刚刚从秘鲁利马返港的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梁振英赶到香港科学园，为该园区的扩建动土仪式担
任主礼嘉宾。这一耗资44亿港元的扩建项目展现了港府
的决心。前些年，香港在科研投入方面落在人后，这两年
开始急起直追。

寻找新增长点

香港科技园公司年初获香港特区政府支持，推出
扩建项目，将兴建两座分别为14及 15层高的科研大
楼。两座新大楼预期于2020年落成，届时将为园区增
加约22%、约7.4万平方米的科研办公空间。

梁振英在动土仪式上致辞说，为了在21世纪保持
竞争力，香港必须走向高科技经济，发展高增值产
业，以使香港经济基础多元化，提供更好的工作。展
望未来，特区政府将继续与香港科技园公司携手合
作，推动科技事业，推动“再工业化”。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杨伟雄表示，香
港现在要寻找新的产业发展，发展新产业需要科研推
动、人才培育。希望科学园扩建后，香港可以在机器
人技术、健康老龄化和智慧城巿方面发展新产业，令
经济更多元化。

成立于2001年的香港科技园公司，堪称香港科创
力量集散地。2015年，香港拥有科创公司1558家，其

中589家落户于科学园。

迟来的科创春天

过去10年，内地的科技行业发展一日千里，香港
在同一领域却乏善可陈。传统上，香港四大经济支柱
是贸易及物流业、金融服务业、工商业支援服务业与
旅游业，科技业并不受重视。以2012年为例，香港在
科技研发方面开支为150亿港元（其中50%来自公立机
构），仅仅占香港GDP的0.72%，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新加坡、韩国的科研开支占GDP的2%-3%。

香港特区政府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开始努力加大科
研投入。2013年，港府推出“创新及科技基金”；2014年，
港府设立了“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至今已资助
121家初创企业，涉及金额超过6500万港元；2015年，港
府成立创新及科技局；港府在今年的施政报告及财政预
算案宣布，拨款超过180亿元推动科技发展……
“现在是香港科创最好的时候”，不少香港业界人

士这样认为。在港府努力推动之下，香港的科创氛围
已大为改善。梁振英日前表示，港府推动科创产业已
初见成效，香港目前拥有超过1600家初创企业，超过
40多个孵化器和共用工作空间，初创企业生态环境的
增长排在全球前5位，许多私营机构和投资平台也大力
支持配合科技创新。

背靠内地潜力大

虽然起步晚，但香港科创发展大有潜力。国家
“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港澳专章》特别指出，“支持
内地与港澳开展创新及科技合作，支持港澳中小微企
业和青年人在内地发展创业”。中央的支持、内地的创
科资源，都给香港带来机遇。

观察者指出，香港同时拥有自由贸易、科研力
量、流动资本和国家支持，并享有区位优势，毗邻的
深圳现已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把香港的创新力量和
深圳的产业链结合在一起，就能产生许多香港制造甚
至香港创造的产品。

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会主席罗范椒芬在动土仪式
上表示，过去两年多，香港科创生态圈的发展令人鼓
舞，相信香港未来定会成为全球十大初创生态圈和亚
洲创新中心。

题图：香港科学园扩建动土仪式现场。

（图片来源：香港《大公报》）

起步虽晚 急起可追

香港展现科技“野心”
闵 喆

新华社台北11月24日电（记者刘劼）台湾观光部
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大陆赴台游客数量继9月份同
比下降近四成后，10月份扩大为同比下降44.3％。

数据显示，10月份大陆赴台游客为21.54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的38.67万人次下降 17.13万人次。目前，
大陆仍为台湾第一大客源地。

台湾业者指出，由于民进党当局不承认“九二共
识”，两岸关系不明朗，原本就减少的来台陆客人数，
在大陆游客团“火烧车”事件后，更受冲击。虽然10
月来自其他地区的游客有所增加，但仍不足以弥补大
陆游客的减少。

记者近日走访了台湾著名的阿里山和日月潭景
区，昔日游客如云的景象变得颇为冷清，不似往日繁
盛的场面。陆客骤减导致台湾各地市旅游景点的住
宿、餐饮、交通、伴手礼零售等相关产业均不同程度
地受到打击。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交通部门数据显示，今
年9月两岸航线的载客率下降到73.83％，为去年4月
份以来的最低点。

台湾业者认为，尽管两岸航线在下滑，但今年1至
9月的平均载客率为78.67％，仍高于国际航线和岛内
航线的水平，证明两岸航线是台航空公司赚钱的“金
鸡母”，但如今“越来越瘦”。目前，已有台湾航空公
司停飞了部分两岸航线。

新华社深圳11月23日电（记者孙飞）深圳证券交
易所23日发布《关于深港通业务2016年 11月 26日全
网测试的通知》称，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定于11月 26日 9时至 20时组织全网测
试，模拟深港通业务启动后，深交所、香港联交所均
为交易日，但港股通为非交易日时深市交易业务及港
股行情转发的运行场景。

通知要求所有会员单位、基金公司、行情信息商
等市场参与者模拟深市证券各相关业务的委托申报、
成交回报、行情接收等过程，检验市场各方技术系统
的正确性。测试期间模拟深市1个完整交易日的交易，
模拟香港联交所交易日发布港股行情，港股通模拟1个
非交易日、1个非结算日。

通知指出，测试的主要内容包括：T日早间发布T
日测试使用的静态交易参考信息；深市实时行情发布
及接收展示，重点关注港股行情；深市日常交易、非
交易等业务的委托申报、成交回报；验证可正常使用
交易终端进行深市委托报单、行情查询、数据下载等
功能。

深交所：

深港通业务26日全网测试

10月陆客赴台同比减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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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与澳门特区政府在新口岸军营共同组织第十七次公益献血活动，130名官兵集体

献血近6万毫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王小旎）香港佳士得2016
年秋拍将于11月25日至30日在港举行，中国瓷器及工
艺精品、中国书画、亚洲20世纪及当代艺术、珠宝名
表及名酿等领域逾3200件拍品将悉数亮相，总估值逾
20亿港元。

佳士得亚洲区总裁魏蔚在 23日的媒体预展上表
示，东西方元素相结合将成为本季秋拍的主题。她
说，香港是东西文化理念的熔炉，并持续成为亚洲艺
术品拍卖的活跃地区之一，佳士得将继续探索亚洲艺
术市场品位的演变，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

本届秋拍焦点之一为“先锋荟萃”特别拍场，旨
在向世界各地的亚洲现代及当代艺术先锋致敬，同时
庆祝佳士得集团成立250周年。据悉，特拍将呈现15
幅画作，分别来自常玉、张大千、赵无极、吴冠中、
林风眠等名家。他们大多曾于海外生活或求学，将东
西方绘画技巧融会贯通，并将亚洲艺术带上国际舞台。

其中，常玉于50年代创作的油画《瓶菊》估价为
2000万－3000万港元；朱德群的画作《雪霏霏》、林风
眠的《渔村丰收》、吴冠中的《庐山》、赵无极的《水
之音》等均获得藏家青睐。

香港佳士得秋拍将举行
总估值逾20亿港元

洪秀柱到台中出席募款晚会，与挺柱铁粉互动。

不仅她本人需要挺住，整个国民党亦如此。林谷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