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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港台深度报道
详见“日月谈工作室”

日前，台湾当局举行仪式，宣布台湾对日本交流
窗口“亚东关系协会”正式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
会”，并举办揭牌仪式。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日本和台
当局之间第一次眉来眼去乱搞事。从年初起，日本将
对台窗口“日本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日
本台湾交流协会”，就有岛内舆论兴奋地称为台日
“‘断交’后最大突破”。国务委员杨洁篪近日与日官
员进行中日第四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时强调，在历史和
台湾问题上，日方应该言而有信，按规矩办事。国台
办发言人安峰山也应询表示，任何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亲日离中”抵抗压力

1972年台湾与日本“断交”后，日本在台湾设立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作为交流窗口，台当局
则设立“亚东关系协会”，继续维持经贸、文化等交
流。如今，使用了45年的两个窗口都完成了“正名”。

为什么要改名？台涉外部门负责人李大维声称，
更名后有助外界了解“台日关系协会”实质工作内
涵，也印证台日关系的发展。“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
表沼田干夫则扬言希望借更名使日台双方团结一心，

“建立起世界少见的友情”云云。双方你一言我一语，

都形容此为“历史性的一刻”。
此举让台湾有些人沾沾自

喜，认为这是拓展“国际空
间”和“正名”结合，并且有
了 成 果 ， 两 全 其 美 的 好 事 。

“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就得
寸进尺表示，台湾有很多机构
需更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
所副研究员汪曙申表示，蔡英
文当局在其执政周年和世界卫
生组织大会召开前夕完成这个
推动台日实质关系的小动作，
是为了对冲一连串“外交挫
败”，挽救不断下坠的民意支
持率。

有台媒援引大陆专家的话
说，中国大陆要防的，正是台
湾这种“靠美贴日”、“倚美媚
日”的思路与手段。因为蔡当
局奉行“亲日离中”政策，提

出构建“台日命运共同体”和特别伙伴关系，拉住安
倍为其政策背书，抵抗在两岸关系上的压力。

用“台湾牌”打“擦边球”

汪曙申认为，台日关系中，日本一直处于主动地
位。安倍政府除了巩固日美同盟牵制中国，更把民进党
在台湾执政看做发展对台关系、“以台制华”的契机。

今年日本就推动了副部长级别官员到台活动，打
破了高层访问限制的默契；如今双方交流窗口部门完
成更名，步步动作都是为了笼络蔡当局，试图利用

“台湾牌”，达到与大陆抗衡的目的和讨价还价的企图。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鹏指出，日本在台

湾问题上打“擦边球”，凸显其政策的两面性，对中日
关系转圜不利。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傅
玉能日前受访时表示，日本如果频繁在台湾问题上违
反中日之间的默契与共识，将不利于中日之间改善关
系及东亚的和平稳定。

台湾议题已成阻碍中日关系改善的“症结”之
一。今年 4月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日本
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时提到，日本一段时间以来在“涉
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采取不少“消极举措和挑衅
行为”，损害本就脆弱的改善关系动能。

中国大陆为此多次向日方表达不满。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近日在记者会上罕见的以“合谋”来形容这
次更名，敦促日方坚持一中原则，不向台湾当局和国
际社会发出错误信息，不要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
扰。有台湾媒体人表示，这些严词背后，是对日本与
台湾愈走愈近的戒心。

绕开大陆此路不通

李鹏指出，今后不排除会出现日台之间的各种
“破例”，对这些“破例”我们要提高警惕，但同时我
们也要有战略自信，无论日台怎么“破例”，都不可能
突破中日关系的基本框架。

台湾辅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何思慎表示，虽
然日本在政治上并不会支持两岸走向任何形式的统
合，但这不代表它乐于看到因为“统独”对立而造成
两岸关系的过度紧张，因为这不利于日本周边安全上
的利益。

何思慎说，如果台湾逼着人家“二选一”， 期望
日本政府牺牲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成就“台日关
系”，最后只能是自讨苦吃。有一件事似乎可以印证他
的判断。李大维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提到，台湾
在日本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也有改名意向，不
过谈过但没有进展。台湾 《联合报》 评价说：不能把
日本的一点“剩菜”当成大餐，日本政府对台关系仍
然不脱“一中架构”。

可以说，蔡英文当局试图在不承认“九二共识”
情况下依靠美日打通对外关系的策略，是走不通的。
与更名小动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斐济已于近日撤销
驻台湾贸易旅游代表处，而且是“片瓦不留”。越南更
是在最新的 《中越联合公报》 中表示，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统一大业，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不同台湾发
展任何官方关系。从去年
开始到今年，台湾参与国际
民航组织大会、国际刑警组
织大会和世卫大会接连被
拒，再加上最新在世卫大会
闹场惨遭打脸，都说明一个
中国原则是台湾拓展和维
持“国际空间”的前提，两岸
协商是途径。蔡当局如果
不认账玩小动作，只会让对
外交往的通道越走越窄。

玩合谋一再“破例” 终难破“一中框架”

台日乱搞事成不了事
本报记者 任成琦

台湾当局的媚日在岛内激发强烈反弹。为抗议日本核灾食品输台，有民
众拿着抗议布条到蔡英文办公地点抗议。

（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

时近7月，香港庆回归活动日渐升
温。日前，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宣
布，将在香港各区举办530多项庆祝活
动，其中，全港级的 50 多项，区一级
的 480 多项，预计超过 100 万人次参
加。500多项庆祝活动形式多样、各擅
胜场，这不，特区政府就以“下基层
送温暖”为庆回归活动拉开序幕——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到深水埗区探访长
者和弱势群体，派发“20 周年庆祝活
动礼物包”，并送上行政长官梁振英亲
自种植的有机蔬菜。

“共庆回归显关怀”计划是香港特
别行政区成立 20 周年的主要庆祝活动
之一，将探访 30 万户家庭，还将为长
者和弱势群体提供交通和膳食便利，
方便他们参与回归庆祝活动。特区政
府希望通过这个计划，与弱势群体一
起分享香港回归 20 周年的喜悦，向他
们送上温暖，与他们多些沟通，以便
更到位地帮助他们，为社会营造团结
和谐的氛围。

关注民生，关注细节，“共庆回归
显关怀”活动足见特区政府的良苦用
心。这一届特区政府，上任之初就把
民生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特首梁
振英的首份施政报告中，扶贫占了很
大的篇幅，除了巨细无遗地回应市民
诉求，还贯穿了两个重要理念：一是
从政策入手，为处于贫困的人士提供
自力更生的机会，二是将公共资源用
在有需要的人身上。今年年初，梁振
英发布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全面
回顾了本届政府上任以来在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扶贫安老助弱等方面
的施政成果。过去4年，香港政府巩固
传统产业优势，全力推动新兴产业，
实现经济温和增长，通胀持续回落，
土地及房屋供应显著增加，失业率处
于极低水平，社会福利经常开支增加 55%，取得了多项
来之不易的成果。

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参选政纲中，也将关注民
生、纾解民困放在首位。无论是梁振英，还是林郑月娥，谈
改善民生时一定会谈经济发展。因为有心还得有力，花钱
的前提是口袋里有钱，改善民生的前提必须是经济发展。

香港发展经济的着力点在哪？特区政府提出了推动
再工业化、发展创新科技等发展方向。明白人都知道，
无论是再工业化还是创新科技，都离不开祖国内地因
素。坚持“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不只是澳
门的成功经验，也是香港的必由之路。凝聚共识、抢抓
机遇，积极对接“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
发展战略，在“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上积极
作为，才能为香港经济注入新动力，才能充实香港改善
民生的钱袋子。

香港特区此次庆回归纪念活动的主题为“同心创前
路，掌握新机遇”。朴实无华的字眼，简洁明了的口号。
只有同心，才能聚力，才能抓住机遇；只有把握住机
遇，前路才能风光无限。

为
香
港
发
展
注
入
新
动
力

楠

娅

香 江

漫 笔

香 江

漫 笔

天刚蒙蒙亮，深圳各口岸就出现了一群群背着书
包、身着各式校服的学生，他们在家长或保姆的带领下
来到边检查验通道排队通关。

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深港跨境学童。他
们大都是随父母居住在深圳的香港居民，其中小的只
有三四岁，大的十二三岁，是深港出入境旅客中的一个
特殊群体，也是深圳口岸一道独有的风景线。

深港跨境学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香港回
归之前，这一群体仅有数百人，而随着近年来深港两地
人员、经贸往来日益频繁，受到通关便利化等多重因素
影响，选择在深圳置业生活的香港居民逐渐增多，深港
跨境学童的数量也连续多年呈上升趋势。

数据显示，目前每天出入境的深港跨境学童人数
已达到3万余人，主要集中在深圳罗湖、皇岗、福田、深
圳湾、文锦渡、沙头角等口岸，每天6点半至8点、11点
至 13点、15点至 18点，这些口岸都会迎来深港跨境学
童的出入境高峰。

近年来，深圳边检总站先后推出“深港跨境学童专

用通道”“深港跨境学童免下车查验”等服务，在相关口
岸开辟“学童候检区域”“学童集合点”，安排专人进行
候检引导和通关查验，通过专业化的服务模式，努力为
深港跨境学童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通关服务。

“口岸里人多车也多，以前带学童过关时和其他旅
客混在一起，看护的压力很大，特别担心小孩走失，现
在好了，不仅有了专用通道，还有了专门候检区域，真
的安全很多，过关时间也节省不少。”学童保姆张女士
说道。张女士从事保姆工作已有多年，如今她最大的
感触就是通关快了，操劳少了，工作舒心多了。

时间，对于每天奔波于深港两地的跨境学童来说
十分宝贵。深圳边检总站创新科技应用，于2013年自
主研发深港跨境学童电子标签查验系统，通过查验每
位跨境学童专用的电子 ID标签，使得检查 1名学童的
时间从原来的10秒缩减到2—3秒。据统计，2016年通
过电子标签查验系统查验的深港跨境学童人数达
730.3 万余人次，2017 年前 5 个月查验人数达 290 万余
人次。

在此基础上，深圳边检总站研发了“掌上通”查验
系统，再次大幅缩减学童通关时间。

“孩子去香港上学极少迟到，现在过关都好快，路
上花的时间少了，孩子早上也可以多睡一会。”时常到
口岸接送孩子的学童家长陈女士说道。许多学童家长
也表示，边检推出的服务举措立竿见影，让他们减少了
对孩子能否安全、快捷通关的忧虑。

“让每一位深港跨境学童安全、快捷通关，是我们
的目标，也希望学童家长、老师、保姆及社会各界人士，
和边检部门一道，共同为孩子们的跨境求学路‘遮风
避雨、保驾护航’。”深圳边检总站有关负责人表示。

6 月 1 日 ， 为 了 庆 祝
“六一”国际儿童节，澳门
社会工作局联合多个政府部
门及民间机构，前往医院探
访住院儿童并派发礼物，送
上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节
日问候和祝福。

中新社记者 龙土有摄

澳门住院儿童过澳门住院儿童过““六一六一””

三万人往返深港跨境求学

深圳边检为跨境学童护航
徐殿伟 张 铖

三万人往返深港跨境求学

深圳边检为跨境学童护航
徐殿伟 张 铖

深圳边检为深港跨境学童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
通关服务。 （边检供图）

本报香港6月1日电（记者张庆波）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
发展学院 6月 1日发表 《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在其调
查评估的全球63个经济体中，香港连续第二年被评为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瑞士、新加坡和美国分列第二至第
四位。

《2017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根据“经济表现”、“政府效
率”、“营商效率”及“基础建设”等四项竞争力因素对各
经济体进行评估。香港在“政府效率”和“营商效率”上
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基础建设”上的排名实现微升，“经
济表现”的排名则由第五位降至第十一位，反映2016年香
港经济增长受外围环境影响略为放缓。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很高兴香港自去年
重返首位后，再次获得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的殊荣，这
是对香港的高度评价，对特区政府在恪守财政纪律、致力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以及构建稳健金融体系方面努力的充
分肯定。

陈茂波强调，面对全球经济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必须
努力巩固香港固有的竞争优势，包括自由开放的市场原则、
优良的法治传统、高效的公营部门以及稳健的体制，同时积
极开拓新市场和支援新产业发展，提升香港的长远竞争力。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每年发布的 《世界竞争力
年报》，是世界上最权威的经济体竞争力评估报告之一。该
学院的全球竞争力中心主任布里斯表示，排名与政府和企
业的效能有关，排名靠前的地区显示其经商环境更为友善
和开放。

新华社澳门6月1日电（记者王晨曦） 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揭牌及签约
仪式1日在澳门举行，这标志着该基金总部正式落户澳门，开始为企业在澳门
提供咨询及争取项目融资等服务，助力内地与葡语国家及企业联手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

基金总部揭牌及签约仪式在第八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的
开幕式上进行。仪式上，中葡合作发展基金还与内地企业和澳门企业签署了
两份关于在澳门与葡语国家开展投资合作的战略合作协定。

据介绍，目前中葡基金总规模为10亿美元，由国家开发银行和澳门工商
业发展基金共同出资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受托管理。中葡基金积极推进中国
和葡语国家间的项目合作，逐步成长为中葡合作论坛框架下，促进中葡经贸
合作的重要投融资平台，提升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金融服务平
台的作用。

目前，中葡基金已在莫桑比克、安哥拉、巴西等国投资支持了一批项
目，带动当地农业现代化建设，以及制造业、能源等领域的产能合作。基金
正跟踪推动20多个项目，争取覆盖所有葡语国家。

现阶段基金总部办公地点设在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下辖的商务促进中心
内。待多功能性质的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服务合作平台综合体建成后，基金
总部便会迁入该综合体。

此外，澳门贸促局驻内地的6个联络处或代表处，也继续提供中葡合作发
展基金申请文件代收服务及简单的咨询服务。

中葡合作发展基金总部落户澳门

香港再度获评

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