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要闻·台港澳要闻·台港澳 2017年9月12日 星期二2017年9月12日 星期二
责编：汪灵犀 柴逸扉 邮箱：gtbhwb@people.cn责编：汪灵犀 柴逸扉 邮箱：gtbhwb@people.cn

“科技就是讲创意，讲尖端。20年
来，京台科技论坛始终聚焦科技，充
满动能。”谈及参加论坛的感受，台湾
旺旺集团副董事长胡志强这样回答。

9 月 8 日至 9 日，第 20 届京台科技
论坛在北京举行。京台两地相关部
门、工商企业界与科技界代表400余人
参加了活动。围绕“融合发展，共同
繁荣”的主题，代表们在峰会、分论
坛、产品展示等环节感受前沿科技的
魅力，碰撞智慧火花，洽谈合作意向。

话题紧跟时代脚步

“现在讲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我
们企业来说，就是能够实现在一个地方
注册公司，享受这3个地方的资源，审
批手续、物流、交通等都会更便捷。”
作为在大陆打拼数十年的台湾企业家，
宝健（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李道直截了
当地向在座的台商点出了京津冀协同发
展给大家带来的商机。

作为 20 个分论坛之一，京津冀协
同发展专题论坛结合发展热点，为台
湾科技类企业在大陆的投资发展答疑
解惑、分享经验。类似的情景也发生
在其他论坛中。

例 如 在 “ 一 带 一 路 ” 专 题 论 坛
上，两岸嘉宾对京台两地的科技企业
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涉及的法
律问题、机遇和挑战等作了分析；在
京台金融合作论坛上，海峡两岸青年
交流协会执行长、创业公社港澳台及
国际事业部总监郑博宇表示，由于金
融体制的不同，台湾青年在大陆创业
时仍然会遇到融资难问题，希望大陆

在金融政策方面能出台更便利的举
措。在京台科技创新与智慧城市论
坛、京台科学城合作论坛、青年论
坛、乡村论坛……两岸代表围绕着科
技要素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期间有不
少真知灼见。

智慧展示吸引目光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话音
刚落，记者被身旁的一台智能机器人
吸引住了：蓝白色相间、身体狭长，
脸部有一个透明罩，乍看之下像穿着
太空服的宇航员。这是一台可以对话
的机器人，身体腹部有收集和播放声
音的功能，听到观众的提问时他会闭
一下眼睛作思考状，然后进行回答。
如果回答不了，它会说：“抱歉，这个
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这一场景逗得
观众开怀大笑。

除了智能机器人，现场还有诸多
科技产品引起大家的好奇心。比如 3D
煎饼打印机，该机器通过蓝牙与平板
电脑的连接，可以在系统里选择卡通
人物、人像、特定涂鸦等图案，之后
机器就会按照图形要求，“画”出了一
个带着奶油蜂蜜味儿的煎饼。还有像
利用 LED 光照进行无线通信的产品、
物联网芯片等，也都受到大家的关注。

先进的产品是科技，完整的智能
制造解决方案也是科技。在智能制造
分论坛上，台湾台达集团中达电通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游文人针对当前电
子产品更新快、周期短的现象表示，
台达集团推出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能
将各种制造和检测设备、分析数据共

享，让中小型科技制造企业根据需求
快速换线、弹性生产。

促成合作成果落地

在江苏宿迁启动“台商走电商”，
支持台资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积
极帮助台资企业利用中欧班列，把商
品销售到中亚和欧洲……在论坛峰会
的致辞中，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还例举
了近年来大陆为台商服务的多项举
措。他表示，上个月，国务院发布

《关 于 促 进 外 商 投 资 若 干 措 施 的 通
知》，提出进一步减少外资准入限制等
5个方面共22条政策举措，将帮助台资
企业与内地企业享有基本同等的待遇。

在此次论坛上，不少嘉宾都提到
两岸企业家应该联合打“亚洲杯”“世
界杯”，就是希望有更多合作之意。而
在活动现场，北京怀柔科学城与台湾

云计算协会签订合作备忘录、北京中
关村天合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中心与台
湾电电公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等
便是成果落地的体现。同时，北京市
台办在论坛上发布了 5 项惠台新政策，
提出让台胞在北京创办企业时简化手
续，参加社保、办理公积金及享受医
疗服务方面与北京市民拥有同等待遇。

而在科技人才论坛、人才发展论
坛上，两岸嘉宾们也都为如何让企业
留住人才这一重要生产力而建言献
策，力促深化两岸科技人才交流，共
揽海外精英。

“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形式多种多
样。除了台商直接在大陆进行投资，
一些技术有优势的台湾企业也可以用
技术要素与大陆的资本优势、土地优
势和劳动力优势结合，更好地实现强
强联合。”采访中，台湾三三企业交流
会理事长江丙坤这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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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岁的李双泽什么样子，我们永远不会
知道了。”台湾乐评人马世芳的一句话令全场百
感交集。

40年前的9月10日，28岁的李双泽在淡水
救人身亡。40 年后的 9 月 10 日，笑着、唱着、
背着吉它的李双泽还是一位年轻人。而出现在

《寻觅李双泽》纪实片的画面上，面对镜头追忆
着他的朋友们如王津平、胡德夫、梁景峰、蒋
勋……已经年华老去。

李双泽是谁？对于大陆的乐迷来说，他是
台湾早期原创歌曲 《少年中国》《我知道》《愚
公移山》《美丽岛》 的创作者；对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台湾，他是“唱自己的歌”运动的引领
者，开启了其后台湾校园歌曲的创作风潮；对
于朋友们，他是画家、作家、作曲家，是青春
抹不掉的记忆，“给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
中国统一联盟前主席王津平回忆，李双泽经常
从他的家里高歌而去，王津平即席唱起李双泽
当年唱的《我的祖国》；作家李利国回忆，李双
泽在他的桌上留言：我吃了你一包饼干，又还
了你一包，又吃了你一包；诗人莫那能回忆，
李双泽大声招呼他“兄弟，我们去画画”，“兄
弟，我们去喝酒”，他是我的第一位汉族朋友，
没有因为我来自部落而看不起我；事隔 40 年，

“唱自己的歌”运动的主将之一杨祖珺谈到和李
双泽告别时，还是语塞哽住，她回忆，当时胡
德夫将她拉出门，指着一缕青烟说：“他在那
里。”

现在，李双泽永远存在于杨祖珺制作的记
实片 《寻觅李双泽》 中，在 9月 10日李双泽忌
日举办的“纪念李双泽逝世四十周年”活动
上，这部纪实片的部分内容首次亮相。杨祖珺
在片中身兼记者之职，访问了“可口可乐行
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还原了台湾创作歌曲
历史上这一标志性事件。当年，在美式文化一
统台湾天下的氛围下，在淡江大学前身淡江文
理学院活动中心，李双泽拎着吉它和一瓶可口
可乐上台，演唱的是民谣《补破网》，台下传出
嘘声，李双泽提出了颠覆性的问题：全世界年
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都是英文歌，请
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

《寻找李双泽》 略显冗长地厘清当时的细
节，是因为这不仅是属于台湾民歌 （原创歌
曲） 的“可口可乐行动”，也是属于台湾上世纪
70 年代的“淡江事件”，无论是当时的细节，
还是现在的回忆，都承载着台湾社会变迁的密
集信息。以至杨祖珺称片子要推迟公映，是因
为发现年轻观众已经看不懂了，要加进解说性

的背景资料。
“李双泽不仅是李双泽，他代表了很多人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那个时代的梦想，我
们所走过的坎坷但不失养分的道路，让我们今
天的眼睛还闪亮。我希望海峡两岸的年轻人了
解这段历史。”

寻找李双泽，你会找到一个有趣的人，一
种文化坚持的态度，一种肩负使命的热情。

（本报台北9月10日电）

李双泽，生于1949年，卒于
1977 年 9 月 10 日，籍贯福建晋
江，父亲为菲律宾华侨，小学时
随母亲到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
大学附中、淡江大学，因催生了
台湾校园歌曲创作又英年早逝而
成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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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李双泽》制作人杨祖珺在纪念会上。
陈晓星摄

本报台北9月11日电（记者陈晓星） 台湾高中语文课
纲争议暂时告一段落。“课审会”9日大会决议：语文课文
言文比例维持原有的45％至55％；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将不
再限于原有的四书，可包括五经或诸子百家等相关选文。

此前几周，在审查2019年12年义务教育课纲时，高中
小组向“课审会”提案，将高中语文课文文言文比例由
45％至 55％降到 30％以下、必读古文由 20 篇降为 10 到 15
篇，具体篇目由网络投票决定。投票结果为得票高的前 10
篇，只有4篇是之前课纲的选文《桃花源记》《赤壁赋》《鸿门
宴》《岳阳楼记》，其他6篇都是新增和与台湾相关的文言文。

台湾课纲削减文言文占比非此一次，2011的课纲已经削
减过。有台湾教育者指出，此次如再降至30%以下，文言文占
比就是大陆的小学标准了。台教育主管部门在9日的记者会
上披露，在最后的表决时，47 个委员中，有 13 票同意彻底删
除文言文，21票同意维持文言文占比为40％到50％，15票同
意为30％至40％，16票同意在30%以下，均未过半数，不予通
过。因此，最后定案为教育主管部门提案的45％至55％。

此次语文课纲文言文占比引起极大争议，一是削减文
言文被质疑政治凌驾教育专业，外行领导内行；二是此明
显的“去中国化”意图引起社会不安。现在课纲定案，争
议暂时告一段落，台湾社会对此结果多数表示赞成。

台语文课纲争议暂告段落

高中文言文占比维持45％至55％

本报台北9月11日电（记者陈晓星、孙立极） 今年是
两岸开启交流30周年，台湾旺旺中时最新民调显示，逾七成台
湾民众认为大陆对台湾发展的重要性正不断增加，七成三受
访者认为当局应调整两岸政策以改善两岸关系。民调分析认
为，这显示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已经与主流民意背离。

据介绍，此项民调问题分3部分，分别是如何看待大陆
对台湾的重要性、如何看待两岸互动善意、如何看待两岸
政策。回答“大陆对台湾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增加或
减少”时，认为增加的比例达 74％，认为减少的仅 17.3％。
其中年轻人认为大陆对台湾重要的比例较高，20 岁至 29 岁
的受访者有83.6％认为“重要性增加”，30岁至39岁认为重要
的达85.7％。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民进党支持者，也有 60.5％的
人认为大陆对台湾经济发展重要性增加，表示政治中立的受访
者有70.1％的人认为有增加。

当受访者回答“开放探亲后两岸交流是否有助互相了解”
时，有82.1％的人认为有帮助；13％的人认为没帮助。回答“是
否赞成调整目前的两岸政策以改善两岸关系”时，有高达
73.7％的人表示赞成调整，15.7％的人表示不赞成，其中学历
越高者赞成比例越高。回答“是否担心两岸会回到紧张对峙局
面”时，有46％的人表示会担心、50.8％的人表示不担心。

台湾民调显示

逾七成民众支持改善两岸关系
图为论坛开幕式现场图为论坛开幕式现场。。

本报香港9月11日电（记者陈然） 由香港特区政府与
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11日
于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主题聚焦“化愿景为行动”，旨
在推进基建投资及东盟发展，协助企业把握更多商机。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论坛致辞时表示，香港作
为国际性大都会，可为“一带一路”带来巨大贡献，其角色也
将更为突出。她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大量的专业服务
业人才，这将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重要推动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表示，发改委将
从四方面支持香港全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包括结合
区位特点，打造对接合作平台；促进资金融通，提供国际
化服务等。

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说，“一带一路”是
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新机遇。驻港公署将联合更多内地省
市与香港携手驻港领团、商会和媒体，为内地与香港携手沿
线国家的合作牵线搭桥。

据介绍，本届论坛共吸引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 3000 余名
代表出席，包括政商及各专业界别人士。

香港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9 月 9 日，香港机场
特警组举行成立 40 周年
开放日活动。有入场巿民
表示，希望借开放日，加
深认识机场特警的工作。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香港特警与市民香港特警与市民
亲密接触亲密接触

日前，香港3所中学的120名中学生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开展“香港百名
学生‘一带一路’研习营走进西安交大体验高新科技创新和发展”主题活动，
体验高新科技，感受传统文化。图为香港师生在参观制作机器人。

张树忠摄 （人民视觉）

港生内地体验高新科技

据新华社澳门9月 11日电 （记
者王晨曦） 记者 11 日从澳门贸易投
资促进局获悉，澳门在国际展览业协
会的最新报告中被评为过去5年亚洲
地区表现最出色的展览市场。其净销
售展览面积从 2012 年到 2016 年的升
幅高达近 200%，为全亚洲升幅最高
的地区。

展览业内最具代表性协会之一的
国际展览业协会日前公布《第十三版
亚洲展览业年度报告》，阐述2016年
度亚洲展览业的发展情况。其中，
2016 年度澳门共有 26 项 B2B 展览被

列入统计，估计展览业收入近 5355
万美元。

报告显示，澳门虽然是亚洲区内
发展时期最短及最小型之展览市场之
一，但却是过去5年表现最出色的展
览市场。澳门的净销售展览面积由
2012 年的 7.25 万平方米上升至 2016
年的 21.52 万平方米，升幅高达近
200%，为全亚洲升幅最高的地区。

澳门贸促局指出，近年6个本地
展览品牌得到国际展览业协会的认
可，涉及的行业包括商贸、环保、汽
车、游艇、航空等领域。

澳门展览市场获国际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