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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台港澳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智库“国政基金会”的
两位副董事长近日都已请辞。智库作为国民党的“大
脑”，为国民党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援助，地位一向超
然。但现在国民党党产被追杀，智库也被认定为“附
随组织”而受牵连。岛内舆论认为，两位副董同时请
辞，原因与此有关。

副董被迫请辞“自保”

国民党智库今年 5 月改组，党主席洪秀柱任董事
长，副董事长则由前“行政院副院长”杜紫军、合

“并购大王”友嘉总裁朱志洋两人出任。
刚过半年，朱、杜两人就分别传出请辞。国民党

智库近日证实，两位副董请辞确有其事。其中杜紫军
坦承12月1日已离职。

杜紫军表示，是基于个人生涯规划，盼能去做自
己的工作，才请辞并转任顾问。至于另一位副董朱志
洋，国民党智库高层表示，主要是因朱担任总裁的友

嘉集团近日向银行借贷3笔款项，全遭婉拒，侧面了解
与朱兼任智库副董事长有关，让他兴起不如归去的念
头，但辞呈仍未获准。

国民党内高层解读，台当局“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清查在即，被“党产会”定位为国民党附随组织的智库恐
怕也难逃追杀，两位副董请辞，不乏“自保”意味。

亲蓝学者也遭打压

国民党风雨飘摇之际，智囊机构两位实际负责运
作的副董同时请辞，艰难处境雪上加霜。国民党人士
透露，12月27日智库将召开董事会，讨论明年度预算
规模，届时也不排除讨论相关人事。

目前国民党正在积极“瘦身”，大幅裁减党工。国
民党智库高层透露，智库研究员只有近 40人，编制不
大，行政人员也多半已服务十余年，不会主动裁员。
但大环境不佳，目前台湾所有民间单位几乎都是遇缺
不补，“智库也不例外”。

智库高层也抱怨，不仅智库人事，就连与党或智
库友好学者申请台当局研究计划补助申请案时，都遭
民进党当局压力，逼学者与国民党划清界线。国民党
智库董事林郁方说，“在野党”原本就要过清苦生活，
有人愿帮忙要心存感恩，若有人因此被影响则要抱歉。

人才流失最难承受

国民党智库 2000 年 7 月正式成立，由“财团法人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改组扩充而成。时任国民党代
主席连战任董事长。国民党智库由卸职的政务官员、
专家学者等组成，除设董事长、副董事长、执行长
外，还下设多个部门，以研究政策、促进台湾进步与
发展为宗旨。近两年，因国民党在蓝绿竞争中处于弱
势，智库反而更受重视，从朱立伦到洪秀柱都亲自担
任智库董事长。

国民党智库除了给国民党提供智力支持，平时也
操持不少实务，如举办民调、主动对媒体发声等，兼
有文宣作用。从 2006 年第一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开
始，智库就是台湾方面的主要负责单位。国民党智库
研究员谢志传介绍，从专家、学者的邀请，到会议论
文发表、简报，还有联系工作，智库都扮演主要角
色，“智库研究人员同时也是论坛工作人员”。他说，
国民党智库在举办论坛方面富有经验，且与台湾各界
学者有联系，有自己独特优势。

一叶知秋。国民党智库的境遇，反映出该党处境
之难。这些人才若因民进党打压而持续流失，才是国
民党真正难以承受之痛。

来自海峡两岸的媒体记者12月18日起在海南省
展开“一带一路”、琼台合作专题采访。记者18日在
台商经营的海口泰龙城琼台小吃街采访在此创业的
台湾青年。家在台北的廖信翰留学毕业后落户海
口，用台湾夜市的模式将自己的4个摊档经营得生意
红火。图为廖信翰正在招呼客人。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影报道

人口老化是全球都面临的挑战，香
港也不例外。近年来，香港老龄人口比
例不断增加，给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挑
战。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行
政长官董建华牵头成立的香港民间智库
组织——团结香港基金日前发表老龄社
会研究报告，倡议香港特区政府建立个
人化综合护理系统，包括“慢性疾病管
理 医 疗 券 计 划 ” 及 “ 健 康 促 进 网 络 ”
等，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

提供匹配社会医疗服务

按照报告推算，到 2064 年，香港人
口的年龄中位数将达到51岁，超过1/3人
口是 65 岁以上长者。人口老化的结果是
劳动力下降、医疗护理开支攀升，到
2064 年，香港劳动参与率将由 2014 年的
59.3%降至 48.6%，每千名劳动适龄人口
需要赡养567名长者，这对香港的经济及
社会发展将构成重大挑战，尤其是对医
疗和社会服务系统造成不小的压力。

然而，香港的社会服务不能因此倒
退。团结香港基金总干事郑李锦芬表
示，香港作为全球收入最高的地区之
一，特区政府必须制定与香港市民经
济实力匹配的政策，因应社会人口老
化所洐生的各种需求，提供适切的服
务。

因此，报告建议，香港特区政府推
出“慢性疾病管理医疗券计划”，一方
面资助 45 岁及以上人士每人最高 1000
港元进行体检，另一方面为高血压和糖
尿病 （香港最普遍的慢性疾病） 患者提
供每年 3040 港元的医疗费补贴，让他们
使用社区内的私营基层医疗服务，充分
利用社区的医疗资源，兼顾疾病的预防
和治疗。

报告还建议，特区政府卫生署、医
院管理局和社会福利署以及私营长者服
务机构结成地区合作伙伴，共同构建

“健康促进网络”，为社区内不同长者提
供有系统的基础护理服务，涵盖健康推
广、预防保健服务、基层医疗及复康服
务等。

激发老龄人口社会价值

在建议如何更好照顾好长者之余，
报告进一步提出，人口老化不只带来挑
战，同时也创造了机遇，只要政策激励
得当，老龄人口也能为社会创造价值。

主导此次研究的香港卫生福利及食
物局前局长、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公共
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院长杨永强教授解
释称，香港社会要采取新思维和态度看
待老龄化问题，长者需要的不单是一个
生存的环境，更是一个生活环境——一
个无论从政府架构、小区设施、社福政
策以至社会氛围，都能够促进他们的身

心健康，令他们活得精彩、为社会做出
贡献的“盛龄城市”（英文为 Age-en-
abling city，意思为城市环境能成就社会
每一个人，确保他们无论年龄大小，都
能为社会做出贡献，拥有丰盛的人生）。

他举例说，英国 65 岁以上人士对社
会的净贡献达400亿英镑，远超他们所消
耗的社会资源；65 至 74 岁的澳大利亚女
性每年通过无酬照顾和义务工作共贡献
了 160 亿澳元。而香港 60 至 79 岁的义工
对经济的贡献只有 1.17 亿美元，还有很
大潜力可挖。

研究团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
康老龄化”架构，建议香港各界携手合
作通过民官商三方协作模式，改善特区
政府架构、社区基础设施、社会福利政
策以及医疗院舍及家居相关的配套设
施，以发挥老龄人口的潜能。

杨永强指出，重新厘定退休年龄、

鼓励跨代共融的文化、应用创新科技
等，都有利于建设可持续的老龄社会环
境，最大限度发挥社会资本，将人口老
化的挑战化为社会受益的机遇。

特区政府乐观积极应对

面对香港人口老化问题，香港特区
政府也在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动推出各
种安老措施。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
林郑月娥介绍说，本届香港特区政府在
任期开始时已就人口政策展开公众咨
询，并主动拨出更多资源，应对老龄化
挑战。如自 2012 年实施的“两元乘车计
划”，让长者可以每程 2 港元的优惠票
价，乘搭指定公共交通工具，鼓励他们
融入社区。据统计，香港长者的日均乘
搭次数已达 85.8 万次。另外，最近发表
的《香港2030+》和《长者服务计划》咨
询文件，也是特区政府面对人口结构改
变而采取的积极回应。

实际上，不少香港市民已经乐观接
受人口老化现象，积极做出应对。在香
港，许多人认为年龄不应再是决定退休
的因素，越来越多长者仍然投入工作。
林郑月娥称，香港长者的劳动人口参与
率已由 2006 年的 5.8%上升至 2015 年的
9.4%，比如参与出炉本次老龄社会研究
报告的董建华和杨永强，都已超过退休
年龄 65 岁，但仍在努力工作，为社会创
造价值。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照顾那些曾为香
港繁荣做出贡献的年长市民，便难以成
为一个公正和富有怜悯的社会；如果一
个社会能够让富有余力的长者继续发光
发热，那这个社会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正如郑李锦芬所说，“我们希望这份报告
能促成特区政府与社会各界合作，为所
有曾为香港打拼的‘战后新生代’安享
晚年做出贡献，让老弱有所依，老壮有
所为。”

团结香港基金发表研究报告倡议

香港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民进党“追杀”国民党智库
两副董事长请辞

本报记者 王 平

香港社区义工帮助腿脚不便的老人出门买菜。 （图片来源：团结香港基金官网）

本报台北 12 月 18 日电 （记者张盼）
2016 年“海峡杯”闽渝台少儿歌手大奖赛
台湾分组 18 日在台北举办最后一场决赛，
共产生约 40 名优胜者，代表台湾于明年 1
月21日至25日前往福州参加总决赛。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省教
育厅与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为
两岸4—15岁少年儿童提供同台比赛交流的
机会。比赛分台湾、重庆及福建三组选
拔，按年龄段分为 5组，在三地同步举行，
晋级者将前往福州参加总决赛。

6岁的徐世腾在小学低年级组的决赛中率
先登场，在淡定自若地唱完指定和自选曲后，他
对记者说，“我对自己的表现比较满意。”目前，
他正在学习弹钢琴，也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这
次是合唱团老师帮忙报的名。“我从一两岁起就
爱上音乐了，家里的乐器都会拿来玩一玩。”

福建省闽台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黄星说，
“2014 年我们办了闽台两地的少儿歌手赛，

台湾当时有27名小朋友去福州参加总决赛。
我们觉得这种交流很有意义，小朋友们既交
到了朋友，又能在音乐技巧上互相学习，对
其成长有益。很多台湾小朋友是第一次来大
陆，正好借此机会增长见闻，其中有些是他
们在学校不一定能学到的。”

黄星说，今年的第二届比赛，福建省
更加重视，还邀请重庆的小歌手一起来参
加。我们也设想在将来的比赛中，安排小
朋友去重庆做一些参访。今年台湾小朋友
报名面比去年广，分别来自屏东、台中、
台北、桃园及马祖等地区，共有近500学童
报名参加。

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刘葳莉
说，台北爱乐从 1992 年开始，就一直在做
海峡两岸的音乐交流活动。我们希望通过
这个活动，让孩子们互相观摩学习。

图为徐世腾小朋友在演唱中。
张 盼摄

闽渝台少儿歌手大赛台湾组收官

新华社香港电 （记 者张雅
诗） 国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
室主任刘锦 17 日在香港举行的

“2016内地高等教育展”开幕仪式
上表示，2016 年内地高校免试招
收香港学生人数达到1391人。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常任秘
书长黎陈芷娟表示，免试招生计
划实施至今，有近 1.55 万名香港
学生通过此途径报考内地高校。
而参加计划的 90 所院校当中，不
少提供别具特色的课程，包括文
化产业管理、生物医学工程等，
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学科选
择，使学生出路更广。

据介绍，2011 年，教育部宣
布 63 所内地高校将对香港学生豁
免内地联招考试，并于 2012 年开
始推行，学校依据香港高中公开
考 试 成 绩 择 优 录 取 学 生 。 2017
年，参与免试招生计划的内地院
校已增至90所。

本次教育展由国家教育部与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合办，在香
港会展中心举行，为期两天。当
天早上，已有不少学生和家长进
场参观，他们纷纷前往展位向院
校代表了解报名和招生情况。

“到内地读书的出路应该不
错，而且有较多我想读的科目可以
选择。”就读于香港传统名校嘉诺
撒圣方济各书院的林同学表示，考
虑到免试招生计划包含多所内地
优秀高校，自己早已决定报名参
加。与她同行的梁同学也认为到内
地升学有利于将来发展，打算报读
厦门大学的工商管理专业。

免试招生计划是国家推出的
一项惠港措施，旨在缓解香港在
2012 年新旧学制交替，高中毕业
生人数叠加而造成的升学压力。

目前，在内地高校和科研院
所学习的香港学生人数超过1.5万
人。近年来，香港学生获得的优
惠待遇不断增加，包括享有与内
地学生同等的医疗保障、缴付同
等学费等，这都对有意“北上”
求学的港生起到鼓励作用。

根据 2017 年免试招生计划程
序，学生可于明年3月1日至20日
在网上预先报名，并于 3 月 10 日
至 30 日进行现场确认。各院校可
根据考生报考资料安排面试，并
于7月下旬陆续公布录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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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记者海南联合采访
聚焦“一带一路”及琼台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