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 2017年5月11日 星期四
责编：吴亚明 柴逸扉 邮箱：gtbhwb@people.cn

本报北京5月10日电（记者王平） 国
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今天的例行发布会上
表示，无论两岸关系风云如何变幻，为两岸
同胞谋福祉始终是大陆发展两岸关系的着
眼点和落脚点。一段时间以来，相关部门陆
续公布了一批新的政策措施，为台胞在大陆
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安峰山说，这些政策措施主要包含几
个方面。第一，大陆铁路和民航部门宣布改
造自助服务设备，实现台胞自助购、取票和
值机。中国铁路总公司通过优化调整铁路售
票系统，加装改造自助售取票机等措施，已
陆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湖南、福建等
地火车站推出台胞自助购、取票服务。中国
民用航空局也表示，经过前期准备，全国各
大机场的近800台自助购票设备已支持手工
输入台胞证购票，近1700台自助值机设备自
动识读台胞证的改造工作也在加紧推进中，
预计年内可实现台胞自助值机。

第二，教育部等部门修改完善台生在
大陆学习的有关规定。去年 12月，教育部
等六部门修订了普通高校招收港澳台学生
的规定，规范招生、教学等管理和服务，
保障台湾学生合法权益。明确要求招收台
湾学生的高校应为台湾学生注册学籍、建
立档案，解决台生毕业后留在大陆工作时
的档案管理和使用问题。同时，教育部考
试中心公布新的港澳台侨学生联招考试大
纲，使考试内容更科学。

第三，开放在大陆工作的台湾研究人
员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科技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表示，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包
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已经陆续向在大
陆工作的台湾研究人员开放。此次，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表示，还将向在
大陆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台湾研究人员
开放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各类项目申报，涵
盖 26 个一级学科，教育学等 3 个单列学科
各类项目同步受理申请。

第四，人社部扩大台胞在大陆事业单
位就业试点地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决

定在已开放福建、江苏、天津、上海、浙江、湖北6省市的基
础上，新增北京、河北、山东、广东、广西、海南6省区市为开
放台湾居民在大陆事业单位就业试点地区。台湾居民可在
试点地区高校、公立医院等事业单位就业。

第五，司法部决定进一步扩大法律服务对台开放。
台湾律师事务所在大陆设立代表处的地域范围，将由现
在的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扩大到福建全省、上海市、
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允许已在大陆设立代表机构
且该代表机构已成立满3年的台湾律师事务所，在其代表
机构所在的福建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与大
陆律师事务所联营；允许上述省市的律师事务所聘用台湾
执业律师担任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提供台湾地区法律的
咨询服务。

此外，为鼓励支持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国务
院台办去年出台有关规定，指导各地从创业启动资金、
融资、办公场所使用等方面给予支持。截至 2016 年底，
大陆53个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共入驻或
服务台资企业近1200家，吸引超过6000名台湾青年实习
就业创业，17000多名台湾青年参加基地或示范点组织的
各类实习就业、创业创新交流活动。

安峰山说，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表明，大陆欢迎更
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为他们提供施展才
华、实现抱负的舞台，这是两岸一家亲理念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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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台湾方面在世卫大会 （WHA） 报名最后一天
并未收到邀请函的相关问题，国台办发言人5月10日
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需扪心自问，为什
么过去 8 年台湾能够参加世卫大会，而今年却不行？
而不是一味地去推卸责任、转移焦点，误导和欺骗台湾
民众。安峰山还就两岸交流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民进党当局应认清现实

安峰山在回答有关世卫大会的问题时说，世界卫
生组织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按照联合国大会第2758
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 25.1 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
则处理世界卫生大会涉台问题是理所应当的。民进党
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使得
台湾地区参会的前提和基础不复存在，责任完全在民
进党当局。

针对台湾方面的一些歪曲言论，安峰山说，明眼
人都可以看出，台湾民众的健康问题和台湾参加世卫
大会是两回事，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推卸责任的借口
而已。台湾地区与世卫组织的双向信息交流是畅通
的，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专业技术活动，获取卫生
防疫等领域的相关资料以及报送有关情况的渠道也始
终是畅通的、有效的。台湾专家可以参加世卫组织相
关技术会议和活动，有需要时世卫组织和专家也可赴
台湾指导。以上安排保证了无论岛内还是国际上发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台湾均可以及时有效应对。

安峰山说，关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我
们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也是一贯的，就是必须在一
个中国的原则下，通过两岸协商来做出安排。民进党
当局应该认清现实，早日回到“九二共识”这一共同
政治基础上来。

台湾方面请将心比心

针对台湾有关方面击伤大陆渔民事件，安峰山表
示，台湾方面应当停止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来对待大

陆渔民，保证相关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5月6日早上，台湾有关方面在澎湖附近海域查扣

大陆渔船时发射橡胶子弹，造成两名大陆渔民受伤。
事发当日，国台办就此事表明了立场和态度，要求台
湾方面立即严肃查处此事，尽快放人放船，杜绝此类
事件再度发生。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四个字：将心比心。”安
峰山在发布会上说，多年来，大陆方面为两岸渔民正
常作业提供保障，维护良好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陆方面对台湾
渔民一向以同胞情谊相待，在沿海多个地方设立了台
湾渔民接待设施，为台湾渔船和渔民提供避风、补
给、抢险、救助等相关帮助。两岸同胞是骨肉兄弟，
将心比心，台湾方面应当停止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来
对待大陆渔民，保证相关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忘记历史就是背叛

针对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日前抛出“新情势、新
问卷、新模式”的所谓“三新”的两岸互动主张，安
峰山说，当前两岸关系的问题是民进党当局自己一手
造成的，这个责任民进党当局是推卸不了的。这也是

民进党当局无论用再多的新辞藻，也转移、掩盖不了
的一个事实。要想改变目前两岸关系的状况，只有明
确回答两岸关系的性质这个根本问题，认同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两岸关系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针对台当局近年未办“七七事变”80 周年纪念活
动，安峰山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由此拉
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对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没有
全民族的抗战，也就没有台湾的回归，两岸同胞应当永
远铭记和共同纪念这段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海峡论坛将在福建举办

安峰山介绍，第九届海峡论坛将从 6月 17日起在
福建举办，为期一周，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
本届论坛由大陆和台湾各40家单位共同主办，以“扩
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为主题，继续关注和服
务两岸青年和基层群体，安排了论坛大会、青年交
流、基层交流、经贸交流等四大板块共21项活动。

安峰山介绍说，在青年交流板块，本届论坛将围
绕创意创业、体验式交流等内容，新增举办海峡论坛
金点子创意大赛、新青年新世代领袖特训营等活动，
努力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生活和就业创业创造更多
机会。基层交流板块持续推进两岸民间信仰、婚姻家
庭、社区公益、传统文化等领域交流，新增举办闽台
书院文化交流论坛、闽台关系档案图片展等活动，深
化两岸基层民众交流互动，共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经贸交流板块则在两岸特色庙会中增设台湾县市经贸
旅游推介交流会，促进两岸有关县市对接和产业合
作，举办科技、卫生与健康、职业教育等两岸有关行
业交流对接活动，增进两岸同胞亲情与福祉。

安峰山在发布会上介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
最近批准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地震遗址保护区、云南
省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安徽省合肥包公园、山西省高
平市炎帝陵、江西省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和福建省武
平县定光佛文化园区等地新设6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不能参加WHA 台当局需扪心自问
本报记者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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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区政府 4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从次日起调整澳门居民非首
次置业和非澳门居民置业及刚买楼花

（期房） 的按揭比例，而首次置业的
澳门居民将不受影响。

推出新政

这次推出的四项新措施主要对非
首次置业的澳门居民及非澳门居民的
银行按揭比例作出调整，包括住宅现
楼或未落成的楼花，物业价值按澳门
元 （下同） 330万以下、330万至 600
万、600万至800万、800万元以上共
分四级，按揭贷款比例收紧一至两成
不等。当局表示，新措施的推出旨在
遏抑炽热的投资行为，促进住宅市场
稳定发展，协助银行妥善做好相关风
险管理。今后会继续密切关注房地产
市场的变化情况，不排除在有需要时
进一步采取措施。

由于事出突然，加上新闻发布会
选择在银行关门后举行，令有心买楼
的非首次置业人士打消赶末班车念
头。澳门居民首次置业，是指贷款申
请人不拥有属于居住用途的本地不动
产50%或以上的所有权，但不包括通
过继承或赠予而取得者。贷款申请人
须向银行递交由财政局发出的“豁免
财产移转印花税通知书”及银行所需

的其他补充资料，以证明其符合采用
首次置业按揭成数的资格。

调控楼市

由于土地资源稀缺，加之政府公
屋供不应求，澳门房价在博彩收入狂
飙的前些年，亦经历了疯狂的上涨。
因此政府在 2011 年开始陆续推出收
紧按揭比例、加征特别印花税和额外
印花税等措施，但房价真正停止疯涨
甚至转而下跌，则是跟随赌收“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

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显示，
澳门住宅交易市场自 2014 年第四季
开始调整，到去年第二季开始回升。
今年第一季整体住宅楼价与去年同期
相比上升两成，与去年第四季相比上
升4.7%，交易数量明显增加。而澳门
财政局的数据则显示，住宅买家基本
是澳门居民，占所有交易的 98.9%，
法人和非澳门居民只占1.1%。在买家
为澳门居民的交易中，买家在购买单
位时已拥有一个或以上住宅单位的交
易超过一半，占了总交易的50.7%。

随着内地楼市限购、香港加税辣
招等周边城市“打楼”措施或影响房
价因素接踵而至，澳门房市“一枝独
秀”，增加了投资客对澳门房产的投
资需求。因此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

安早前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上就已“放
风”：由于楼价已回升到回归以来的
最高水平，需要出手时必定会出手。

回归理性

对于此次出台措施的评价和预
后，社会各界见仁见智。

澳门青年研究协会会员大会主席
庞川认为，新辣招对澳门住宅市场的
发展具有正面作用，可有效压制投
资，有利楼市长期健康发展，让真正
用家受惠。此外，新措施相对温和，
更重要的意义是向市场发出一种政府
坚定维护楼市健康发展的信号。

澳门最大的社团组织——街坊总
会房屋关注小组召集人梁桂萍认为，

政府辣招除有效压抑楼价、打击投机
炒卖，更重 要 的 是 让 楼 市 回 归 理
性，有利房地产市场的长远健康发
展。但单靠一两招辣招显然不够，
促请政府继续密切关注楼市走向，
必要时再推辣招维持楼市健康，如对
非本地居民及持有多个物业的本地居
民征收房屋税，让房地产市场成为真
正的用家市场。

澳门立法会议员何润生及宋碧琪
在受访时均认为，此次出台的措施仅
为调整非首置的按揭成数，“唔够辣”
甚至“无辣味”，希望政府遏止私楼投
机炒卖，对非首置引入累进税制，根
据持有物业数量阶梯式课税。

澳门聚贤同心协会副理事长梁孙
旭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出台“公共房
屋需求研究报告”，善用空置土地增
加经屋供应，加快兴建经屋速度，并
尽快重开公屋申请和落实公屋恒常申
请制度，制定控制楼宇租金措施，以
实质解决基层、青年及中产的住屋问
题。

澳门出新招为楼市降温
本报记者 苏 宁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刘畅） 由澳门基金会主办的“香风时
雨——月照上人禅画世界巡展”澳门站展览，日前在澳门教科文
中心揭幕。

本次展览展出了著名佛教艺术家月照上人创作的 60 幅禅画，
以及其收藏的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的10幅书法墨宝。这
些作品饱含了笔情墨意、禅理哲思，将中华书画艺术的意境神韵
和精绝工艺呈现于观众眼前。

禅画是中国画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笔简意足，意境空
阔，体现“不立文字却直指本心”的简约主义思想。禅画在中国
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唐代的王维、贯休，以及明末清初的八大
山人等，都是中国禅画艺术史上的大家。

月照上人，字兆德，当代禅画艺术研究者。曾任奉化雪窦寺
住持，后任教九华山佛学院。2004年，他邀集海内外禅学艺术人
士创办中华禅画院并担任院长，多年来致力于弘扬禅画艺术及培
养人才。此次画展将于11日结束。

澳门禅画展呈现佛教艺术魅力

据新华社香港5月10日电（记者丁梓懿） 香港中文大学10日
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香港学生在面对学业和职业生涯
抉择时感到有一定困难，生涯适应能力较低。与其他国家的研究
数据相比，香港学生在择业困难评估及生涯适应能力的表现皆较
为逊色。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梁湘明在当日召开的记者会上表
示，在过去两年间，由其带领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系列不同规模
的问卷调查，以探讨香港学生的生涯发展现状及需要，以及老师
扮演的角色等议题。

该研究团队在 2015年至 2016年间共收到 2万多份香港高中生
生涯规划情况的问卷。研究指出，高中生面对生涯抉择时感到一
定困难，原因有自我认识不足、缺乏资讯等。其中，“择业困难评
估”的平均分为4.89分 （1分最低，9分最高），并有4.9%的学生的
择业困难分数在7分以上。

研究显示，31.5%的学生形容自己对生涯规划的认识是“一无
所知”或“略有所闻”，14.7%学生“连一个大致的方向也没有”，
20.7%表示“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只有18.9%的学生选择“知道
我对什么学科或职业有兴趣”。

梁湘明表示，面对择业困难，香港年轻人需要强化生涯适应
能力。学生的生涯适应能力包括对生涯发展的关注、掌控、好奇
和自信心。研究团队共收到6000多份香港高中生填写的“生涯适
应能力量表”，发现香港高中生的整体生涯适应能力比外国一些城
市低。

调查显示

香港学生须强化生涯适应能力

今后，内地游
客在澳门的 ATM
上提取现金时，不
仅要出示身份证，
还要通过人脸识别
技术核实身份。

澳门特区政府
发言人办公室日前
表示，为确保澳门
金融体系的安全及
加强对内地银行卡
持卡人合法权益的
保障，金融部门将
分阶段有序地加强
内地银行卡在澳门
自动柜员机取款业
务之监控工作，并
透 过 “ 认 识 你 的
客”（KYC） 技术
加强对取款人身份
的辨识。

尹志烨作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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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记者会上。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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