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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马
晓光就近期两岸关系有关事宜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
问。针对台湾当局领导人日前称美方正持续劝说大陆
方面恢复与台湾方面的对话沟通，马晓光表示，如果
台湾新执政当局不能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反而要
去“告洋状”，这是于事无补的。马晓光强调，美国方面
一直对2008年以来两岸双方致力于对话谈判、维护台
海和平稳定表示赞赏。美方人士应该明白，能够开展
和持续这一对话谈判的基础是坚持“九二共识”。因
此，只要承认“九二共识”这一事实，接受两岸同属一
中的核心意涵，两岸重启对话谈判不是问题。

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不利局面负
有不可推卸责任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在
2016年年终记者会上称，大陆一步步退回对台分化、打
压以及威胁、恫吓的老路，还说希望两岸能够坐下来
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价？

对此，马晓光表示，2016 年 5 月 20 日以来，我
们多次表明，对台大政方针不会因台湾政局变化而
改变，包括：团结两岸同胞继续走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道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坚定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继续推进两岸
各领域交流，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增进同
胞福祉和亲情。我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正是台湾新执政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
两岸同属一中，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
础，纵容各种“去中国化”的“台独”分裂活动，
削弱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与联系，执意往 2008年以
前的对抗老路上走。谁在走大路，谁企图走老路，
甚至走邪路，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民进党当局造成
当前两岸关系不利局面的责任是推卸不了的。

还有记者问，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公开
称不可能接受一中原则，有舆论认为这是跟大陆彻
底摊牌，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马晓光回答说，如
情况属实，正说明谁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谁
在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家看得更清楚了。

绝大多数台商反对“台独”，支持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对于台商在大陆投资的问题，有记者问：据说
大陆将根据台商的政治立场，对台商在大陆的投资
经营进行区别对待。请问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国台
办对今后台商在大陆的发展持何态度？

马晓光回答问题时表示，绝大多数台商是反对
“台独”、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我们加强两岸经
济合作、鼓励和支持台商投资的态度没有改变，同时，
决不允许少数人在大陆赚钱却支持“台独”分裂活动、
破坏两岸关系。长期以来，广大台湾工商界人士和台
企为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和两岸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
献。据了解，目前台企在大陆生产经营总体平稳，台商
在大陆投资持续增长。我们一直鼓励和支持台资企业

在大陆生产经营，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近年来，大陆
各地各部门纷纷采取积极措施，协助台资企业转型升
级，帮助台商解决在大陆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得到台商肯定。我们将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研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积极促进在投资和经济合作
领域加快给予台湾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使更多
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和成果。

针对日前有台湾媒体报道的数千台企撤离东莞
的说法，马晓光回答表示，有关报道与事实严重不符。
东莞是台商最早进入大陆、投资最为密集的地区之
一。自 2008 年以来，东莞台资企业总数稳定保持在
3400家以上。截至2016年11月底，全市正常经营的台
资企业 3438家。这些企业以高新技术制造业为主，电
子及通信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占台资企业总数的 53.8%。他说，近年来，
台商在东莞投资持续增长，发展势头良好。2016 年东
莞新签台资项目 93 宗，协议利用台资总额 3.13 亿美
元，实际利用台资2.87亿美元。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
支持广大台商台企在大陆持续健康发展。

愿与国民党继续加强沟通互动，维
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马晓光应询表示，我们注
意到中国国民党党主席选举的有关情况，这是国民党
的内部事务，我们不予评论，愿与国民党继续在反对

“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沟
通、良性互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他指出，2005
年以来，国共两党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
共同政治基础上，建立了党际交流关系。2008年以来，
国民党再次执政，双方在共同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
系走上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所以，未来我们愿意与
国民党继续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沟通、良性互动，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增
进两岸民众福祉。 （本报北京1月11日电）

本报北京 1 月 11 日电 （记者柴逸扉）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1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应询表示，2016 年尽管台湾岛内局势
和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两岸制度化协
商机制停摆，两岸交流合作的环境受到冲
击，但在两岸工商界和两岸同胞共同努力
下，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保持总体稳定，并
取得积极进展。

马晓光详细介绍了 2016 年两岸经贸交流
的具体情况：

一，台商对大陆投资稳步增长。据商务
部统计，2016 年 1 至 11 月，大陆批准台商投
资项目 3072个，同比上升 19.58%；实际使用
台资金额16.87亿美元，同比上升16.97%；台
商投资项目、实际使用台资金额的增幅高于
同期大陆外商投资项目和使用外资金额增
长。一批两岸合作的台资重点项目落户大
陆，进展顺利。

二，两岸贸易略有下降，但基本保持稳
定。2016 年 1 至 11 月，两岸贸易额为 1613.8
亿美元，同比下降4.9％，但降幅小于同期大
陆整体对外贸易水平降幅。大陆仍是台湾最
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
来源地。

三，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的环境
不断优化，实习、就业岗位增加。台商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踊跃布局，拓展市
场。

马晓光表示，上述情况说明，大陆市场
蕴含着宝贵机遇，仍是广大台湾工商界经营
发展事业的最佳选择。两岸经济合作互利双
赢，前景广阔，是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挡和削
弱的。

他说，2017 年，大陆将继续出台一系列
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措施，国务院将出
台进一步扩大和吸引外资，包括台资的政
策意见，还将采取进一步降低企业生产成
本和赋税成本的措施，这些都将为台商投
资和两岸经济合作提供更广阔空间。促进
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共
同利益。我们将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
念，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希望
台湾工商界和台湾民众坚决反对“台独”、
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政治基础，携手推
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

2016 年对两岸关系来说是颇
不平顺的一年。在两岸媒体联合
举办的两岸关系年度汉字评选
中，“变”字脱颖而出。这一结果
并不意外。2016 年伊始，台湾民
众受困于闷经济、一心求换的时
候，人们就已经看到了两岸关系
面临的变局。

5月上台的台湾新当局不承认
“九二共识”，破坏了两岸共同政治
基础，为两岸 8年和平发展踩下刹
车。自此，两岸关系由热转冷。这种
变化，表面上看，是国台办与台湾
陆委会负责人之间的两岸热线不
通了，海协会和海基会高层不联络
了，而潜藏的，不仅是两岸制度化
协商的步伐暂停，货贸协议等两岸
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协商遥遥
无期，还有官方沟通中断。两岸民
间力量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两岸民众可以看到的，最显
著变化莫过于，大陆赴台游客减
少了，导致台湾观光业雪崩式下
滑。台湾相关部门把陆客减少全
部 归 咎 于 政 治 因 素 。 实 际 上 ，
2016 年 7 月辽宁旅游团在台湾遭

遇火烧车事件，造成的影响远远
不能低估。尽管大陆媒体并未炒
作，但整个事件处理过程中，台
湾当局态度之冷漠、调查之草
率，对受害者家属之敷衍，大陆
民众怎会视而不见？大陆游客减
少比想象更快，团体游比个人游
降幅更大，某种程度正是“火烧
车事件”后坐力的显现。

相对于这些显性变化，还有
一些变化是隐性的。与以往相
比，大陆民众对于台湾的态度不
那么客气了，对台湾的好感降低
了。2016 年，给大陆民众好感致
命一枪的是台湾籍诈骗嫌犯。在
大陆凡有电话者，不少都曾数次
接到诈骗电话，有人被骗走一生
积蓄，有人为此走上绝路，诈骗
案已成为人们心中的痛点。看到
台湾相关部门奋力抢回台籍诈骗
嫌犯，接回台湾后立即释放，大
陆民众能作何感想？竟然还有台
湾人奉劝大陆，送台籍嫌犯回台
可以增加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好
感，傲娇得简直勇敢。

曾几何时，大陆民众对台湾

怀有多么强烈的好感，赞美台湾
的古朴民风，赞叹台湾对中华文
化的优秀传承。不想，民进党一
上任即废止“微调课纲”，在教科
书中连慰安妇是被迫的都不能
提。误人子弟不说，中学生荒唐
扮纳粹正是没有是非的历史教育
种下的恶果，也让大陆民众见识
到，台湾原来是这么认知中华民
族伤痛历史的。再到“十二兽
首”遭台北故宫南院“斩首”，都
是对大陆民众好感的蚕食。

大陆民众的好感价值几斤几
两？说出来，吓一跳。台湾民众
可能没有意识到，确保台海和平
稳定的最可靠的保护伞，不是美国
和日本，而是两岸人民彼此间的感
情。这份感情不需靠大笔的军购、
放弃的渔权来换取，也换不来，而
是靠一点一滴日积月累，靠真心换
真心。沉重的 2016 年过去了，亡羊
补牢犹为未晚，别轻忽这份构建两
岸和平根基的好感。

为迎接农历鸡年到来，台湾知名微雕艺术家陈逢显耗时3个
月雕刻世界上最小的鸡，并将其藏身一枚戒指中。这只鸡尺寸
仅有约 1 毫米，其中头部只有 0.1 毫米，由白色树脂雕刻而成，
并巧饰红黑两色油彩。鸡身所立的小石子上写有“一鸣天下白”五
字（左图），寓意除旧布新，挥别一年不顺，迎接鸡年光明。

上图为陈逢显展示的新作《生肖鸡》。本报记者 张 盼摄

琳琅满目的商品、精彩生动的演
示、风采各异的展馆……1 月 9 日的
香港会展中心化身为玩具的海洋。第
43 届香港玩具展在此拉开序幕。作
为亚洲最大型玩具贸易展，本届展会
共吸引 42 个国家及地区超过 2100 家
企业参展，刷新历史纪录。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洋娃娃、积
木、拼图等传统类玩具项目，形式较
以往更为丰富多样，做工与品质也日
益精进，吸引了不少买家驻足品玩。部
分商家在展区内保留这些传统玩具的
同时，推陈出新，将智能化技术融入其
中，带来更多的便利性及趣味性。

在一款名为“埃菲与动物世界”的
教育软件前，孩子可以佩戴设有 VR

（虚拟现实）及AR（增强现实）技术的
眼镜，通过卡片展示观看到65种不同
的3D立体动物，活灵活现。

展馆内到处都陈列着专门为小朋
友设计的益智玩具、智能玩具、电子及
遥控玩具、软身玩具等，而在另一个名
为“大童世界”的展区，记者发现了许多
针对青年及成人设计的玩具，比如魔术
用具、模型及人偶、动作及野战类游戏
等，引得诸多买家和玩家前来体验。

在另一展区“运动世界”，来自天津

的参展商宫小姐向记者展示了一款平
衡车。她说：“这款平衡车不仅适合7岁
以上小朋友玩耍，还受到许多成年朋友
的青睐，可以很好地锻炼平衡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主办方今年
特设“宠物玩具”展区，让买家和自
己的宠物真正地互动起来，在情感上
得到更多的沟通和交流。例如一款来
自台湾的自动镭射光逗猫机，可在室
内和室外各种环境下运行。

在展会期间，大会还将举办一系

列活动，旨在促进业界人士的沟通与
交流。其中，以“洞悉先机：市场及
行业最新发展”为主题的“香港玩具
业会议 2017”在 10 日举行，会议旨
在探讨环球市场，特别是中国内地的
市场发展趋势和商机。此外，展会现
场还将举行多场产品推广会、发布会
及买家论坛，为参展商提供多元化的
宣传推广渠道，推动环球业界交流合
作。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丁梓懿）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台当局“告洋状”于事无补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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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轻忽大陆民众的好感
木 鸣

■ 看台絮语

借“虚拟现实”学习 与“宠物玩具”互动

香港玩具展让儿童观众乐翻天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杨懿） 记者 1 月 10 日从
澳门大学获悉，澳大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机构共同
完成的“中草药 DNA 条形码物种鉴定体系”荣获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该项目由澳大中华医药研究院、中药质量研究
国家重点实验室王一涛讲座教授、陈士林兼任讲座
教授、李西文副研究员和博士生江云与兄弟院校联
合完成。澳大表示，本次获得国家表彰是对澳大中
药研究团队核心技术创新的认可。

“中草药DNA条码物种鉴定体系”为中草药建立了

“基因身份证”，解决了中国千百年来中药物种真伪鉴定
的难题，填补了中药鉴定学科对中药质量评价的新关键
技术，在鉴定学领域处于国际学科前沿领先水准。该成果
还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中药材DNA条码鉴定资料库，包
含170余万条DNA序列，可对中国、美国、日本、欧盟、韩
国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药典收载的几乎所有草药物
种实现快速鉴定，为中草药混用和掺假等行业问题提供
了强有力工具，推动中药鉴定学迈入崭新的标准化基因
鉴定时代。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是国务院设立的国家级奖项。

微 雕 迎 鸡 年

本报香港电（记者陈然）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
作办公室 1月 9日公布 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
获奖名单，6名香港科研人员获得二等奖。特区政府
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向获奖者致贺，并期望他们在科
研工作上再创高峰。

在6个获奖研究项目中，两项由香港特区政府推
荐，分别为香港科技大学钱培元教授的“变化环境
下生物膜对海洋底栖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香港中
文大学沈祖尧教授的“大肠癌发生分子机制、早期
预警、防治研究”。

其余4个项目包括香港浸会大学汤涛教授的“自
适应与高精度数值方法及其理论分析”、香港大学张
彤教授的“高风险污染物环境健康危害的组学识别
及防控应用基础研究”、香港城市大学陈关荣教授的

“复杂动态网络的同步、控制与识别理论与方法”以
及香港理工大学陶大程博士的“图像结构建模与视
觉表观重构理论方法研究”。

据介绍，“国家自然科学奖”是国务院主办的
“国家科学技术奖”下设 5个奖项类别之一，是国家
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规格最高的奖励。

澳门大学科研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6名香港科研人员获国家自然科学奖6名香港科研人员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第43届香港玩具展现场 张 宇摄 （中新社发）

1 月 11 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北京举行
例行新闻发布会。这是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发布
会上邀请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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