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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 87公顷，位置紧挨深圳河，尽
管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的这块土地如今
还十分空旷，但不久后就将崛起成为香
港最大的创新及科技园区。

前不久，在香港举行的港深合作会
议上，港深两地正式签署 《关于港深推
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
录》，同意合作发展河套地区为“港深创
新及科技园”。业界普遍认为，落马洲河
套地区未来将成为继前海之后深港合作
的又一重要平台。

香港最大创科园

根据此次签署的《关于港深推进落马
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双
方同意在河套地区共建“港深创新及科技
园”，以创新和科技为主轴，建立重点科研
合作基地，并将在园内配套建设相关高等
教育、文化创意和其他配套设施。

河套地区面积大约 87公顷，是目前
香港科学园面积的 4 倍，因此“港深创
新及科技园”将成为香港最大的科技创
新园区。同时，香港也将支持深圳开发
深圳河北侧毗邻河套地区的相关区域，
双方优势互补，共同构建具有集聚效应
和协同效应的“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备忘录》提出，河套地区的开发项
目以公益性为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将负责河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香港
科技园公司将成立全资拥有的附属公
司，负责“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的上盖
建设、运营、维护和管理。

另外，两地同意在“港深创新及科
技园”内建设创新科研的研究合作基
地，向全球顶尖高等院校 （包括香港、
内地及海外高等院校） 征求办学建议，
在非牟利的基础上，在园内开办分校或
新院校，集中提供与高新科技有关的研
究院及专业培训课程，培训相关人才，
与园内的设施产生协同聚集效应。

据介绍，港深双方将共同推广“港
深创新及科技园”，吸引港深两地及海外
企业、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进驻，推动
园区发展。今年上半年“港深创新及科
技园”分区计划大纲草图将公布。

“一国两制”优势

“发挥好香港和深圳的协同效应，双
方都可以提取新的巨大的动力，促进两
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这新的动力将不
少于30多年来深圳改革开放的动力”。

签字仪式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梁振英表示，香港的创科界、外国
的科研机构及创科投资者亦十分重视两
地在创科事业上的合作潜力和重大协同
效应。河套地区与深圳仅一河之隔，既
处“一国”之内，又在深圳之边、“港

制”之中，有“一国两制”的便利，是
香港享有“一国”和“两制”双重优
势，以及港深两地在创科事业上互利共
赢的最佳体现。

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许勤表示，“创
科园”是深圳面向香港最重要的科技平
台，也是“一国两制”安排下又一生动
实践。两地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基础良
好，互补优势明显，香港科技实力雄
厚、国际化、创新人才众多、科技服务
业高度发达等优势，与深圳结合可以形
成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深港两地
唇齿相依、亲如兄弟。深圳要建设现代
化、国际化创新城市，很重要的方面就
是要进一步密切和香港的合作。”

据了解，位于落马洲的河套区原本
属于深圳行政边界，1997 年 《国务院令
第 221 号》 订明，深圳河改道后，河套

区坐落于香港特区的边界内，受香港特
区的法律规管。在双方签订的备忘录
中，深圳确认香港特区政府自 1997 年 7
月 1 日依法拥有河套地区的土地业权，
解决了河套地区土地业权所属问题。

协议签署后，港深双方将共同成立
“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发展联合专责
小组”，就园区开发及运作提供意见，并提
名若干成员获委任进入附属公司董事局。

各界人士期待

对于“港深创科园”的上马，香港
各界人士纷纷表达了期待之意。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前香港特
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指
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项目经过多年
的酝酿终于能够落实，同时厘清河套地
区的土地业权问题，他非常乐见其成，
并希望有关项目的开展能够“愈快愈
好”，让深圳和香港联手在全球经济低迷
的大环境下突破“瓶颈”，利用科研产业
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前香港律师会
会长何君尧则从法律角度指出，落马洲河
套地区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特区政
府可提供便利出入境安排，让相关人员更
便捷地进入“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关措
施让香港在汇聚人才方面做得更加顺畅，
并不会对香港的司法制度造成影响。“香
港是世界级城市，我们应该‘中门大开’，
用开放的态度包容和欢迎外来专才，因为
他们会为香港带来更大的财富和机遇。”

新界青年联会副主席、荃湾区议会
副主席黄伟杰则相信，有关项目的推行能
够为香港青年在就业方面带来更多机遇，
同时为青年人提供创业平台。他期望“港
深创新及科技园”的落实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改变香港的经济结构，并有助香港青年
把其学术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经济产
出，从而鼓励他们“多元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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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国民党现任党主席洪秀柱早前表示谋求连
任，副主席郝龙斌1月7日表态参选，台湾地区前
副领导人吴敦义 9 日也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
选，国民党主席选举“三强争锋”之势由此正式
确立。吴敦义参选记者会上，国民党大半“立
委”现身支持，听其动情回忆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蒋经国提携之情，细数过去参选地方公职、担任
党公职的经历，一时风光无两。

再不团结真的没有明天

在吴敦义正式宣布参选之际，洪秀柱低调
前往“行政院”党产会前慰问静坐抗议的年轻
党工。被问到吴敦义、郝龙斌都表态参选，觉
得自己的胜算几何时，洪秀柱回应道，每一个
参选者都对自己有一份信心，但结果怎么样，
不必去计算。赢的人，我们一定都支持他。风
雨同舟，同舟共济。今天这个党还要搞分裂？
不会吧，再不团结，我们真的没有明天。大家
不要太看重选举的结果，谁出线，我们一律全
部都支持。

郝龙斌随后受访称，国民党当前最大危机
是没有世代交替，参选这次党主席的可能人

选，都已是届退年龄，若担任党魁，要舍弃对
个人生涯规划的坚持，全心把党内优秀年轻世
代找出来，全力培养党内不同梯队人才准备接
班。若下任党主席不努力从根本改变国民党形
象，让年轻人愿意加入国民党，并以国民党为
荣，党就没有希望。

选举不只是国民党家务事

台媒发布即时评论称，洪、郝、吴 3 人角逐
国民党主席，对国民党来说，越多人参选，越能
带动党内人才的新陈代谢。郝、洪两人背景相
似，反而凸显吴敦义本土派的特色，郝、洪两人
相争，却可能让吴敦义异军突起。

台媒指出，国民党从2014年地方选举大败以
来，一路从地方输到中央，每逢败选就说要改革
检讨，这次吴郝洪 3 人竞选主席，不比过去马英
九、王金平竞选党主席那种一面倒的选情，可以
真正让国民党好好检视未来的发展路线。只有用
诚意面对改革的呼声，国民党才可能从灰烬中重
新站起来。

评论称，国民党党员选举主席，并不只是党
内的家务事，对台湾各方面的发展也有重责大任。

去年有上万年轻人加入国民党

党主席之争火热开打，国民党当前发展基础如
何，未来的改革之路又将何去何从？根据日前公布
的 2016 年党员数据，国民党全年新增党员人数为
11312 人、恢复党籍人数 5399 人，共计 16711 人。相
较于近3年新增与恢复党员数，成长约六成。

在洪秀柱担任国民党主席后，新增入党的青年
比例略增，达到 45.48％，显示国民党渐获民众支
持，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中央
委员会组织发展委员会称，党员数增加的主因在洪
主席上任以来明确路线与监督政府能力获民众肯
定，尤其是全代会通过“和平政纲”及捍卫民众食品
安全反对进口日本核灾地区食品的抗争等，皆在国
民党委托的民调中得到高度支持。

此外，根据最新出炉的国民党中央规划方
案，未来县市党部主委将改由党员直选，任期两
年、连选得连任一次，当选后为“当然中常委”，
并须负责协助地方募款相关任务。国民党中央日
前陆续在各县市举办党代表说明会，汇整基层意
见后，最终版本将会推出。

（本报台北1月9日电）

洪秀柱求连任 郝吴表态参选

国民党主席选举“三强争锋”成局
本报记者 张 盼

香 港 人 喜 爱 “ 行
山”。位于香港岛东南
部的一段山脊，因山峦
高低起伏有致，宛若一
条飞龙的脊背而得名

“龙脊”。“龙脊”是香
港知名的市区“行山”
径，沿途可饱览石澳、
大浪湾、赤柱、大潭一
带以及南海的壮丽景
色。图为香港市民在

“龙脊”赏景。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右一） 与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许勤 （左一） 见证
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右二） 与深圳市副市长艾学峰 （左二） 交换备忘
录。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供稿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
者查文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9日在北
京会见了出席第四届台胞社团论
坛的部分代表。

俞正声指出，当前台湾当局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
岸同属一个中国，使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在新形势
下，广大台胞社团要继续致力于
促进两岸民间融合交流和各领域
深层次合作，为扩大两岸同胞的
共同利益凝心聚力。俞正声提出
四点意见。一是维护好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坚持体现
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是
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石。希望
海内外台胞社团认清“台独”的
严重危害，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一
切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多
做有利于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事。二是把握好两岸经济社会
融合发展的新机遇。希望台胞社
团多发挥民间沟通渠道的作用，
多做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
事，多做促进两岸同胞融合的
事，让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惠及
更多的台湾基层民众。三是建设
好两岸同胞的共同精神家园，积
极弘扬中华文化。四是培育好两
岸社会融合发展的新动力。我们
热忱欢迎台湾年轻人来大陆交流
特别是体验式交流，通过学习、
就业、创业等方式加深对大陆社
会的全面了解。

本报北京1月9日电（记者柴逸扉） 1月 9日上午，由
全国台联主办的第四届台胞社团论坛在北京揭开帷幕。本
次论坛主题为“服务乡亲、沟通两岸，促进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全国台联会长汪毅夫、国台办副主任龙明彪、民革
中央副主席郑建邦、台盟中央副主席吴国祯和中国国民党
副主席林政则等出席开幕式，来自台湾、港澳及海外的400
余名台胞社团领袖出席论坛。

开幕式上，全国台联党组书记、副会长苏辉在致辞时
强调，当前两岸关系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关头。由于台湾
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于一中，使两
岸关系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此时此刻，台胞社团承担的历
史使命更为重大。希望广大台胞社团切实发挥民间沟通管
道作用，持续推动两岸民间交流与合作，积极搭建两岸基
层和青年交流平台，多方汇聚增进两岸同胞互信的正能
量，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创造条件，为两岸经济社会
融合发展打好基础。

开幕式后，台胞社团论坛的主论坛随即开始。

新年伊始，澳门艺术博览会在澳门旅游塔开幕。博览会展出玉器玉石、
书画、青铜器等逾 600 件珍品。图为 1 月 4 日，嘉宾在澳门艺术博览会上参
观。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澳门艺术博览会开幕

两岸暨港澳消费信心指数发布
本报北京1月9日电（秦雅楠） 9日在京发布的海峡两

岸和港澳地区2016年第四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大陆
消费者信心保持平稳，台湾消费者最担忧的是物价水准与
经济发展状况，香港消费者信心仍然不足，澳门消费者对
澳门整体经济信心延续回升。

调查显示，2016年第四季度，大陆消费者信心总指数
为101.8，处于乐观区间。台湾消费者信心指数为77.92，各
项指标均为“偏向悲观”。台湾消费者最担忧的是物价水准
与经济发展状况。香港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1.5，较上一季
度下降 4.2%，反映香港消费者信心仍然不足。他们对购买
房屋及物价状况仍最为担忧，对生活及就业的信心则比较
中性。澳门消费者信心总指数为 83.63，比上季度下降
2.38%。虽然澳门消费者总体信心回落，但他们对澳门的整
体经济信心延续回升，就业状况信心审慎乐观，物价水准
信心基本持平，生活水准信心基本稳定，购买住宅信心再
次下降，投资股票信心稍有下降。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消费者对经济形势各方面进行综合
判断后得出的主观评价和心理预期，是反映消费者总体信
心程度及其变动的指标。指数评分范围为 0 至 200，小于
100表示“信心不足”，大于100表示“有信心”。

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消费者信心指数于 2009年第一季
度首次推出。2016年第四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和编制
由首都经贸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科
技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共同完成。

港深两地携手

香港最大创科园区起步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港深两地携手

香港最大创科园区起步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港人爱“龙脊”港人爱港人爱““龙脊龙脊””

本报北京1月9日电 国台办发
言人马晓光9日应询表示，亲民党秘
书长秦金生先生不幸辞世，我们深感
痛惜并致哀悼。

马晓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秦

金生秘书长长期致力于推动两岸交流
合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贡献良多。
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张志军已向秦金生
先生家人发去了唁电，对秦先生的去
世深表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慰问。

国台办：

对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逝世表示哀悼
国台办：

对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逝世表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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