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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 6 月 14 日电 （记者连锦
添） 创办于1902年的香港《大公报》，近
日举办系列活动庆祝115岁“生日”。

在 6 月 13 日举行的庆祝酒会上，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致辞表示，《大公
报》 以“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为
办报宗旨，以文人论政、文章报国为己
任，记录和见证了不少国家、香港和世
界大事，包括香港回归祖国的历程。他
说，《大公报》多年来本着爱国爱港的精
神，以深入详尽的报道、持平公正的评
论，让香港社会了解国家的最新发展，
同时也增进内地同胞对香港的认识，贡
献良多。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兼
《大公报》 社长姜在忠致辞说，站在新
的时代起点，《大公报》 将继续坚守并
弘扬爱国办报传统，以 115 年沉淀厚积
的光辉历史为基础、以国家民族根本
利 益 为 己 任 、 以 香 港 市 民 福 祉 为 依
归，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

香港特区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杨健等出席
了庆祝酒会。

6 月 14 日举行的大型图片展览，再
现了 《大公报》 115 年来“担道义 为家
国”的事例和历史故事。

国台办 6 月 14 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发
言人马晓光针对台湾记者关于“近日多名民进
党籍县市长表态‘亲中’‘和中’‘友中’，台当
局领导人办公室也发新闻稿说看法一致”的情
况进行回应。他表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
国，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不管什么样的说
法，都应该讲清楚两岸关系性质这个根本问
题。一方面坚持“台独”立场，另一方面又大
讲“亲和友善”，这是自相矛盾的。民进党人士
如果真有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的诚意，就应该
不仅从言论上，而且从行动上改弦更张，彻底
放弃“台独”立场。

国共两党在“九二共识”基础
上继续沟通

有记者问：吴敦义当选国民党主席后表
示，坚决反对“台独”，主张“九二共识”、“一
中各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不会表
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对此发言人如何
评论？马晓光在答问中表示，我们愿与国民党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
基础上，继续保持沟通，加强交流对话，共同
致力于增进两岸民众福祉，维护和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

他说，“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认同两岸
同属一中，它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表
明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多年来，国共两党在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
础上，推进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
得丰硕成果。

有记者问：今年是“七七事变”80 周年，
有消息说国民党方面正在规划相关的纪念活
动。想问大陆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计划？会不
会采取两岸联合纪念的形式？

马晓光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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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序
幕。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对两岸同胞、对中
华民族都有着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意义。没有全
民族的抗战，就没有台湾的回归。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两岸同胞纪念抗战，不仅要永远铭记
这段历史，还应该共同致力于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民进党不放弃“台独”就不会
与其交流

有记者问：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民进党团总
召集人柯建铭表示“台独党纲”已成为两岸交
流最大障碍，修改“党纲”是务实可行的做
法。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说，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民进
党抱持“台独党纲”，坚持“一边一国”的“台
独”分裂立场，是这个党与我们交往的根本障
碍。只有放弃“台独党纲”，改变“台独”立
场，民进党才有可能与大陆改善关系。

他还表示，大陆方面对民进党的政策是明
确的，也是一贯的。只要民进党不放弃“一边
一国”的“台独”分裂主张，我们不会与其进
行交流。

针对端午节期间民进党组队参加龙舟赛一
事，马晓光应询表示，这说明“去中国化”是去不
掉的。两岸是血脉相连的骨肉兄弟，台湾同胞也
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我们有一样的文化、一样
的习俗，总不能说龙舟、屈原不是中国的吧？

有记者问：岛内被认为偏绿媒体最近有民
调显示，高达 54.4％的台湾民众认为，台湾当

局领导人在两岸关系中主张的所谓“维持现
状”实际是倾向追求“台独”。请问发言人对此
有何看法？

马晓光说，对台湾具体民调不做评论，但
这种结果应该引发两岸同胞思考。是像他们所
说的“维持现状”，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还
是背离这一目标，明里暗里推动和操纵一些

“去中国化”的间接“台独”活动，相信两岸同
胞都看得很清楚。

大陆就业台湾居民将享有住房
公积金待遇

近期大陆有关部门陆续公布了为台湾同胞
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便利的政
策措施。马晓光表示，相关部门目前仍在积极
研究新的政策措施，部分措施有望近期出台。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正会同有关部门
积极调研，将在总结福建、上海等地方经验做
法的基础上，于近期出台全国范围适用政策，
明确在大陆就业台湾同胞平等享有住房公积金
待遇，支持他们通过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提
高购房和租房能力，帮助他们在大陆安居。

同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研究制
定有关台湾居民在大陆参加社会保险的政策文
件，在大陆居住但未就学、未就业台胞参加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政策也将一并研
究。财政部、教育部将为在大陆高校就读台湾
学生增设具有较高荣誉性质的奖学金项目。在
目前已设立的高校台湾学生奖学金基础上，财
政部正会同教育部研究为在大陆就读的台湾学
生增设具有较高荣誉性质的奖项，拟从2017年
秋季学期起正式实施。

此外，国家旅游局要求旅游住宿企业为台
湾同胞提供更加便利的旅游住宿服务，银行业
将改进台胞小额信用卡服务，教育部正在研究
相关政策，对于有意愿在大陆就业、符合条件
的大陆高校台湾应届毕业生，将为他们发放

《就业协议书》，签发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
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 或 《全国毕业研究生就
业报到证》，进一步为在大陆就读的台湾学生毕
业就业提供政策上的便利。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民进党人士真有诚意就彻底弃“独”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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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汪奇文、章利
新） 台湾智库“国政研究基金会”12 日举
办“为台青找出路”座谈会，邀请政商研界
专家为解决台湾年轻人面临的低薪和高
失业率等问题建言献策。

统计显示，2016 年台湾大学毕业生
平均起薪时隔 16 年后再次突破“28k”

（2.8万元新台币），但相较16年前实际仅
增加100元新台币。

在失业率方面，2005 年至 2015 年台
湾失业率由 4.1%降至 3.8%，但居各年龄
层失业率最高的 20至 24岁人群，失业率
却由 10.3%升至 12.6%。今年 4 月，20 至
24 岁的年轻人失业率为 12.01%，相较于
一年前的 11.9%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
是，该年龄段失业率长期是台湾整体失
业率的三倍左右。

台湾“国政研究基金会”召集人陈
雄文表示，台当局推行的“一例一休”
政策，导致企业成本增加，随之“临时
工”和“派遣工”等“非典型就业”人
数增加，而此类就业工资较低，虽然表
面上失业率可能会下降，但都变成“清
贫一族”，这是需要及早正视的一个问
题。

国民党民意代表许毓仁表示，台当
局当初到处开“青年支票”，利用对青年
的承诺赢得选举，然而上台以来并未将

青年问题摆在优先位置。此外，年轻人
对台当局推行的“前瞻计划”大打问
号，决策仓促、以交通换工程等因素，
很难对年轻人就业和成长有很大帮助。

国民党民意代表柯志恩则表示，台
当局当初提出了很多“青年好政”，但实
际很难落实。“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人现在
大部分都从事行政和服务业，因为当局
开出的‘药方’还是无法解决年轻人特
别是在校学生学和用的落差问题。”

台湾“国政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黄
心华说，当局能否把经济发展起来是解
决年轻人就业的一大关键，而经济发展
需要结构调整，需要当局的产业政策，
但“前瞻计划”目前很难改变产业结构。

台湾法律专家蔡玉玲说，在创新创
业方面，当局应该更多地松绑，让大家
有机会尝试新领域；管理部门和法律架
构应该提供创业团队减少成本的窗口。
此外，台湾年轻一代和上一辈的沟通交
流也还不够，“面对未来严峻的挑战，如
果有机会让两代人更多的合作，我相信
有一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台湾惟理会计事务所负责人李维仁
表示，从自己作为创业者和服务对象多
为创业者的角度来看，当局需要简政便
民，让创业团队开源节流，给企业更多
的开放和松绑。

本报北京6月14日电（记者柴逸扉） 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 14日上午在北京举行例行新闻发
布会。发言人马晓光披露，第九届海峡论坛大会
将于 6 月 18 日在福建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将出席。

马晓光表示，第九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17日至
23日在福建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中国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亲民党、新党、无党团结联盟
等政党代表和台湾有关县市代表、台湾主办单位代
表，以及台湾各界人士等8000余人将应邀出席本届
论坛。

他说，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
泛性”定位，围绕“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
展”主题，精心筹划和设计 30多项相关活动，体
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汇聚两岸民众智慧。首次设立网络平
台，向台湾民众公开征选海峡论坛活动创意方
案，举办海峡论坛金点子大赛活动，征选台湾优
秀创意纳入活动安排。

二是扩大交流界别和领域。坚持以民众需求
为导向，围绕工、青、妇“三大品牌”，姓氏宗
亲、同乡社团、民间信仰、大陆配偶等“四大纽
带”，文化、教育、医疗、法律、工商等“五大领
域”和农、渔、水利、乡镇村里、社区协会、公
益慈善等“六大基层组织”设计活动，继续扩大
交流界别和领域，提供两岸交流合作平台。

三是继续服务青年“双创”。举办海峡青年论
坛、新青年新世代第七期领袖特训营、两岸人才
交流对接等活动，邀请台湾青年参加体验式交
流，面向台湾青年推出就业、实习岗位和创业席
位，服务两岸青年特别是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
业。

四是回顾两岸交流成果，展望融合发展未
来。今年是两岸打破隔绝状态、开启民间交流 30
周年，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两岸深化
交流合作的发展方向。论坛把握“30 周年”和

“融合发展”两个关键词，在活动安排中通过亲历
者的讲述，共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他表示，海峡论坛是一个两岸民间基层广泛
交流的平台。论坛举行8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促进
两岸人员往来、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的政策
措施，更重要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为两岸民
间基层的民众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沟通了解的
大舞台。经贸交流很重要，那是两岸同胞手拉
手；心灵沟通更重要，那是两岸同胞心连心。建
议记者朋友在采访报道中更加聚焦于两岸基层民
众交流往来的故事，促进两岸民众心灵契合。

马晓光还介绍说，为支持台湾青年来大陆实
习、就业、创业，经过双方峰会的商定，两岸企
业家峰会将于 7 月 7 日至 8 日在广东省东莞市举

办 2017 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以“追踪梦想、开创未来”
为主题，设置了就业创业的政策介绍、经验分享、就业岗位的推介、两岸
青年互动等环节，旨在帮助台湾青年与大陆企业对接、寻找在大陆发展的
机会。两岸企业家峰会曾培炎理事长、萧万长理事长，部分海峡两岸青年
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的负责人，两岸青年企业家和台湾青年学生代表将
出席本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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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近44万枚烟花将点亮维港夜空万枚烟花将点亮维港夜空
俞 晓

“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周年烟
花汇演”将于7月1日晚8时在港举行。汇
演以“回归祖国20载 早着新机创未来”为
主题，历时23分38秒，五艘趸船在维多利
亚港一字排开，将发放39888枚烟花，在维
港上空展示“超级烟花大银幕”，向香港特
区及祖国献礼（效果图如上）。

勉励港人继续为理想奋斗

据烟花汇演承办商、港星多媒体制
作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毛伟诚介绍，当晚
的 烟 花 会 形 成 长 1250 米 、 阔 300 米 的

“银幕”，光束灯以及首次设置的大型
LED 屏幕也会配合每一幕烟花背景，展
示不同主题的文字或动态，使得汇演更
富故事性。

烟花图案有红色的“中国HK”、“20”
等字样，并引入全新烟花技术“时间延
迟”，空中会先出现笑脸图案，相隔2秒左
右再出现红心图案，并命名为“红色的心
形笑脸”。毛伟诚说，该烟花将在空中先后
出现 72 次，象征港人在上世纪 70 年代以

“正面态度，用心地干”的精神，造就“72
行，行行出状元”，勉励港人继续为理想一
起奋斗。

每幕烟花穿插港人熟识金曲

据介绍，汇演共分 8幕。分别为“香港·
我家”“和衷共济”“奋发自强”“永不言弃”

“携手同行”“灿烂明天”“丝路圆梦”“黄河
奔腾”，配合不同音乐，展现相应主题。

第一幕中将播放香港特区成立20周年
主题曲《香港·我家》，天空将出现20次红色

“中国HK”字样的烟花，并伴有红色“20”数
字以及香港的代表“紫荆花”图案；第二幕

“和衷共济”将播放经典歌曲《狮子山下》，
并发放 72个红色“心形笑脸”造型烟花，寓
意同舟共济、互勉互励的精神；尾声的第八
幕“黄河奔腾”将在最后 23 秒以 200 发“超
级礼炮”将气氛推至高潮。

每幕烟花都穿插勾起港人共鸣的金
曲，包括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 20周年而编
写的主题曲《香港·我家》、富有香港本土特

色的《塞拉利昂下》、充满童年回忆的《陪我
长大》、气势磅礴的《黄河协奏曲》等。

展现香港多元文化及团结精神

毛伟诚说，由尖沙咀文化中心到香港
艺术馆一带，将是欣赏烟花的最佳地方，

“幻彩咏香江”也会配合同时举行。他补
充道，若烟花汇演因天气恶劣取消，将延
至翌日再举行。

当晚，民众可在香港岛与九龙区多个
地方观赏烟花汇演的壮丽场面。汇演筹委
会称，希望在这历史性时刻，为大家带来
一个难忘的烟花汇演，同时展现香港多元
文化及团结精神。

本次烟花汇演由香港广东社团总会、
香港中国商会、中滔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及
飞达帽业控股有限公司 4家机构赞助 1200
万港元合作举办。

台低薪和失业问题突出
专家为年轻人“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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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发布会上回答记者
提问。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