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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届香港书展于19日开幕，来自37
个国家及地区的共约670家参展商参与，较
上年增加4.7％，打破历届纪录。在7天展期
内，主办方将举行超过320场文化活动。

参展商数量破纪录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周启良表示，
本届书展阵容庞大，参展商数目为历年最
多，预计 7 天展期入场人次可望破百万。
他说，去年书展期间，观众人均购书消费
900 港元，占港人全年人均购书费用 1800
港元的一半，说明港人阅读气氛不错，今
年书展有望持续火爆人气。

除书籍展出外，今年书展还设立八大
讲座系列，包括“名作家讲座系列”“英语

阅读与创作讲座系列”“世界视窗讲座系
列”等，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将与读者近
距离交流接触。其中，“名作家讲座系列”
将邀请到多位华语作家，包括内地作家韩
少功、周梅森、方方等。

另外，香港联合出版集团宣布，集团
下属的 10 余家参展公司将于书展推出逾
200 种新书，题材广泛，并举行 40 多项文化
活动，鼓励市民阅读。这些新书涵盖香港发
展、社会文化、历史文学、饮食健康等领域。

主打“旅游”主题

本届书展以“旅游”作为年度主题，
并以“从香港阅读世界 人文·山水·情怀”
作点题，鼓励读者通过阅读，放眼世界。

周 启 良 介 绍
说，今年书展的目
标 是 推 广 旅 游 文
学、游记等，并非
推广旅游指南。旅
游 作 者 有 不 同 背
景，比如极地探险
家的体验有别于普
通人，值得读者一
看。

为推介旅游文
化 ， 书 展 “ 文 艺
廊”特设“文游四
海”展区，介绍一
系列不同背景的旅
游作者，包括著名
作家也斯、探险家

李乐诗、战地记者周轶君等，展览内容包
括他们的著作及其周游列国时拍摄的照片
和珍贵纪念品。“以图像说故事”展区则展
出多张反映各国和地区人文、地貌、风景
及建筑的摄影作品，“中华文化漫步——四
川行”展区为读者带来四川名山大川的风
光照片、当地著名作家手稿以及由三星堆
博物馆提供的珍贵展品等。

同时，本届书展还有29个国家的领事
馆及文化推广机构进驻“国际文化村”，新
加入的国家包括哥伦比亚、尼泊尔、巴基
斯坦、瑞士和阿联酋等，为读者提供了解
有关国家历史文化的机会。

市场仍有发展空间

为配合书展“旅游”主题，参展商普
遍将大量旅游书放置在摊位显眼处，期盼
场内弥漫的“旅游风”吹旺生意。

阁林文创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叶美燕
非常看好香港的阅读市场。她认为，香港
并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未开发的市场，阅
读风气的植根需要时间沉淀。今年是香港
书展第二年引入大型博物馆书籍，去年反
应不错，她有信心今年能以倍数增长。“旅
游概念不单是游玩，也有历史、文化及美
学等元素。如欧洲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
可能在旅游时看不明白或看不完，不妨买
本书回家慢慢看。”叶美燕说。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市场营销主任
梁健彬也认为，近年港人对不同地方的文
化、历史很有兴趣，香港旅游书的市场仍
有发展空间。

台湾“立法院”又打架了！——这不是新闻。
民进党“立委”邱议莹被打了一掌——这大小算个新闻，过去

都是她追着别人打，这次怎么自己被打脸？
事件的起因是台湾蓝绿“立委”因“前瞻基础建设预算”在

“立法院”爆发推挤冲突。一马当先冲击蓝军防线的邱议莹，混
乱中被国民党“立委”许淑华打了一巴掌。事后，许淑华表示，
为保护同事，推挤当中手不小心挥到对方，这是不好的示范，向
社会大众道歉。但不会向邱议莹道歉，因为是她先来挑衅，而且
这样的挑衅不是第一次。耐人寻味的是，许淑华因这一掌人气大
增，支持者纷纷致电、送花祝贺“打得好”，舆论也认为这一掌
提振了蓝军士气。而被打的邱议莹却被压倒多数的网民留言“活
该”“现世报”。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边倒的情形，与邱议莹过往的言行是分不开
的。邱议莹是民进党内著名的“狠角色”，当众打过国民党男“立
委”耳光，为了狱中的陈水扁踹破过法务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门，
在议场爆粗口、高声叫骂不在少数。此次被打之后她在社交媒体贴
文指责对方，网民却不客气地指出她是“贼喊捉贼”“最没资格说这
些话”。

这已经不是民进党第一次被批“贼喊捉贼”。过去，台湾“立法
院”一直是蓝大绿小，绿营“立委”以暴力杯葛议事是家常便饭，
蓝营“立委”虽然人数众多，但相对斯文，打架时总处于下风。那
时每当有人谴责民进党“立委”暴力，他们总是辩称，我们在“立
院”是少数，正常表决在人数上吃亏，我们只能靠打架来表达意
见。去年，台湾“立法院”蓝绿格局反转，处于少数的蓝营“立
委”开始尝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在蓝营支持者看
来，还是太过软弱，却已经屡屡被绿营谴责“暴力”。当然，每当这
时，就会被民众讥讽“民进党是暴力的始祖，你们什么招数没用
过，还好意思指责别人？！”去年底，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铭因“一
例一休”被劳工团体围殴，他哀叹台湾“民主走到尽头了”，民众不
客气地指出：还不是你们民进党带的好头？

我打你是民主，你打我是暴力——这是民进党的“神逻辑”。既
然是“神逻辑”，就难免被打脸。看民进党“被打脸”固然很爽，但

理性的台湾民众却笑不出来。他们说，眼看着台湾式“民主”和“打架文化”又一次沦
为笑柄，成为反面教材，只感到悲哀。“我们不鼓励以暴制暴，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别的
办法。”

其实，除了“以小博大”的需要，从根子上说，台湾畸形的选
举文化也助长着“以暴制暴”之风，过往台湾选举中，在“立法
院”跳得越高、打得越凶的民进党候选人往往选票越多。“立委”皆
身着写有名字的“特制背心”，就算群殴打成一团，观众也能识别出
最卖力者，越是有摄像机在场，打得越起劲儿。这种“民主”模
式，不但给社会作出了错误示范，也严重压缩着理性问政的空间。
由此造成的恶果，“暴力的始祖”民进党难道不应该反省吗？！

研发扎根大陆 投资加码大陆
——江苏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尹晓宇

研发扎根大陆 投资加码大陆
——江苏台资企业转型升级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尹晓宇

研发中心移向大陆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 （苏州） 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大
陆建研发中心，副董事长庄子平告诉记者，作为一家
专业做洁净室的公司，研发中心不但会专注工业4.0以
及大数据背景下的洁净室技术的研发，更会把研发中
心打造成全球最先进洁净室技术的样本。

洁净室的灰尘、振动控制得越好，企业生产出来
的芯片等良品率才会越高。目前，亚翔为台积电、富
士康国际、GE医疗等各类业主提供洁净室的服务。

作为2016年12月在上海A股主板上市的台企，亚
翔集成大陆公司独立运行，与台湾公司作了切割。其
大陆总公司总经理毛智辉告诉记者，目前台湾亚翔只
能做台湾本土的生意，之外的生意则由大陆的亚翔承
接，因此公司将研发中心移到了苏州。据了解，目
前，新研发中心已经完工，亚翔自己的工程资料有望
传到云端打造一个“工程云”供同业使用。未来，亚
翔还打算将在台湾的子公司荣工建筑工程搬到大陆，
这家公司曾建造了台北 101 大楼，实现从施工的总包
到工程的总包。

要把研发中心移到大陆的还有友达光电。公司在
昆山投资 30 多亿美元建设了全球最先进的 LTPS （低
温多晶硅） 6代生产线，年产 LTPS屏可供 1亿台智能
手机使用，是原8.5代线产值的3倍，将大大提高国内
高端面板市场的自给率。友达光电 （昆山） 有限公司
总经理朱永铨向记者介绍，公司的整合型触控、超高

分辨率、曲面与超窄边框等技术处于全球领先。
“很多台资企业都在增资扩能，研发投入越来越

大，研发方向和成果转化重点领域高度契合，打破了
‘高端产业、低端环节’的格局。”昆山市台办主任何
蓉蓉告诉记者，昆山台企已建立研发机构近400家。

台资银行加速布局大陆

“台企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彰化银行昆山分
行行长邱奂宇告诉记者，有着 100 多年历史的彰化银
行目前正在申请在南京设立法人银行，以期待能更多
地服务在大陆投资的台企台商。

据邱奂宇介绍，受人民币贬值的影响，一些外债
较多的台企开始转向借人民币业务，而彰化银行通过
差异化利率尤其对中小台企利率优惠政策为台企提供
了一定的资金空间。

2015年11月对外营业的富邦华一南京分行也不断
推出新业务，为台企拓展在大陆的业务服务。在大
陆，许多台商面临因资产在海外而缺少在大陆信用累
计融资难的问题。为此，南京分行利用台商的海外资
产进行评估抵押或者母公司在海外的信用等级对其信
用增信为境内主体提供贷款支持。这样，既盘活了台
商的海外资产，又降低了境内融资的成本。针对台商境
内的贷款，南京分行根据台商的资信推出了应收账款保
理、信用类贷款等多种贷款产品的组合，以满足台商
在大陆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此外，对于台籍青年在
南京创业，南京分行还提供最高15万元的创业贷款。

在地化谋长远发展

上银科技 （中国） 有限公司在苏州的公司虽然还
没有建好，公司总经理彭彦祺已经表达出了在地化的
强烈愿景，愿意招更多的技术人员，培养更多的大陆
员工作为公司的管理层。

康翔铝业 （泰州）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博钧不但把
工厂全搬到了泰州，还让家人也全部在泰州生活。康
翔铝业上世纪90年代初就到大陆投资办厂，主要产品
为铝合金汽车轮毂，92%以上出口，在国际汽车改装车
市场有较高的知名度，目前在大陆多个城市也开设了直
营店。为了响应大陆在环保上的要求，康翔升级了多个
技术改造项目，比如采用真空电镀，使生产更加环保。

“一些台企曾依照政策去东南亚，然而大陆的员工
素质在提高，产品质量也高于东南亚地区的水平，所
以又纷纷回到大陆。”针对台湾当局提出的让台企去东
南亚发展的“新南向”政策，英华达 （南京） 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卞永才回应，公司将继续增加在本地
的智能工厂投资，实现生产到服务、从设备层到网络
层、从制造资源到信息融合的多领域、多层级、多维
度的融合。

英华达所在的南京江宁区正成为台商聚集的新高
地之一。“不少公司像英华达一样继续看好大陆市场并
扩大投资规模。”南京江宁区台办主任张燕告诉记者，
自1992年第一家台资企业旺旺落户江宁，目前落户台
企已经超过200家。

台资企业不仅把销售放到了大陆，而且把全部研发或者大部分研发放

到了大陆。扎根大陆发展，成为江苏台企转型升级的新趋势。

第28届香港书展开幕

展商看好市场 企盼生意倍增
雷 蕾

图为展会现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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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电 （记者张玉洁） 第三届“爱·在芒
果”实习交流活动日前在长沙正式启动。来自海峡两岸
高校的百名新闻传播系学生将共赴湖南广播电视台旗下9
个频道和单位跟班实习近一个月。

本次活动采取从大陆知名高校和台湾30所高校中各选
拔出50名优秀学员，采用“二合一”的组合式培训管理模式，
由一名台湾学员和一名大陆学员组合配备一名培训导师，
两人共同在导师的管理下完成专业实践。海峡两岸学员将
通过微信互选的方式进行组合，每位同学通过短视频、语音
介绍、歌曲演唱等方法介绍自我。记者看到，在为“配对组
合”建立的微信群中两岸学子间的讨论交流十分热烈。

据悉，本次活动由湖南省台办、湖南省广播电视
台、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共同举办，至8月6日结束。

本报北京7月19日电（瑞安）《我的家在中国》（丛
书） 繁体版首发仪式 7月 18日在澳门举行。中共广东省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中央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
区联络办副主任薛晓峰，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
谭俊荣等出席。活动前，中央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
络办主任王志民会见了慎海雄一行。

《我的家在中国》（丛书） 是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属下的广东教育出版社携手澳门启元出版社，专门
为港澳台青少年量身定制、精心打造的优质国情画本。
全书包括六大系列，从山河、湖海、节日、民族、道
路、城市六个维度展现了一个历史悠久、朝气蓬勃的美
丽中国，让港澳台的青少年全面、准确地了解祖国的深
厚历史与灿烂文化。

出版物是文化永不褪色的名片。南方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通过丛书的出版发行，将充分发
挥澳门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区
位优势，运用粤澳两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积极
探索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世界文化“引进来”的新路
径，让港澳台年轻一代知国情、爱祖国。

广东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港澳办、
省教育厅及省出版集团有关负责人，澳门特区政府有关
部门和机构负责人出席仪式。

“海峡两岸记者四川行”联合采访团近日来到成都市郫都区菁蓉镇的亚台青 （成都） 海峡青年创业园采
访。该园区经国台办认证授牌，聚焦两岸产业定位，突出台湾特色。图为亚台青海峡青年创业园总经理、台商
郭宏扬 （右三） 就创业园的发展情况、功能定位和规划愿景向两岸记者作介绍。 本报记者 任成琦摄

两岸学生“芒果台”实习交流

让港澳台青少年知国情爱祖国

《我的家在中国》（丛书）繁体版澳门首发

两岸记者探访成都台青创业园两岸记者探访成都台青创业园

近日，首届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连城进行，共有来自两岸的4支队伍共80余名球
员参赛。

图为台湾彰化少年棒球队击球手柳宥亦 （左） 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彭张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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