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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例行新闻发布会9月13
日在北京举行。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就近期两岸
热点话题，接受两岸媒体提问。

两岸交流成果需两岸同胞共同珍惜

今年是两岸恢复交流 30 周年，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安峰山表示，两岸交流 30 年成果来之不
易，凝聚着两岸同胞的心血和付出，需要两岸同
胞共同珍惜和维护。30 年来，两岸交流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从间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
不断扩大深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局面，两
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社会联系达到前所未
有的水平，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了深厚基
础，提供了强劲动力。

安峰山说，早在 1979 年，大陆方面就首先倡
导开启两岸交流。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 《告台湾
同胞书》，呼吁尽快实施通邮通航，同胞直接接
触，探亲访友，参观交流。经过两岸同胞不懈努
力，到 1987 年，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状态被打破，
两岸交流往来大门由此打开。

在两岸交流 30 周年之际，各地各部门以不同
方式举办纪念活动。9 月 5 日，“两岸交流 30 周年
纪念大会”在香港举办；9月20日，将在江苏昆山
举办旨在回顾苏台交流合作30周年的“两岸情·一
家亲”主题晚会暨 2017 海峡两岸 （昆山） 中秋灯
会等。据了解，北京、上海一些学术机构 10月将
举办相关纪念研讨活动。

安峰山表示，去年5月以来，尽管台湾局势和
两岸关系形势出现复杂变化，但我们仍持续推进
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
合发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相信，两
岸交流继续向前发展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
挡的。

台方应摒弃“台独”主张和分裂思维

安峰山针对台当局抛出的“大陆军力报告”
一事应询指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是维护两岸
和平稳定的根本保障，“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
是给两岸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威胁的一个最大障

碍。台方要做的是摒弃“台独”主张和分裂思
维，回到“九二共识”基础上来，这样才能真正
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和稳定。

安峰山还表示，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紧张的原
因和责任众所周知，台湾当局需要做的是顺应两
岸民意要求，回到“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
来，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在回答大陆方面怎么看待新一届台湾行政机
构团队的提问时，安峰山说，不管台湾当局人事
如何变化，我们重视和关注的是其两岸关系政
策。只有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
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任何人在大陆触犯法律都要受到追究

安峰山就台湾居民李明哲相关案件评论表
示，大陆是法治社会，任何人在大陆都要遵守法
律规定和社会公共秩序，触犯法律都要受到法律
追究。任何利用此案进行政治操作、影响或诋毁
大陆依法办案、攻击大陆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企图

都是徒劳的。
安峰山介绍说，9月11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大陆居民彭宇华、台湾居
民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在该案侦查、审理过
程中，大陆办案机关一直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
定程序办案，被告人及家属的诉讼权益得到了充
分维护和保障。大陆办案机关依法通知被告人家
属参加庭审旁听。庭审结束后，应被告人家属请
求，法庭安排李明哲与母亲、妻子会见。对庭审
的有关情况，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新浪微博
进行了全程视频和图文播报，新华社等大陆媒体
在庭审后作了相关报道。一些台湾媒体也全程报
道了庭审情况。

对于下一次开庭的时间以及是否仍会允许李
明哲妻子来大陆旁听，安峰山在答问时表示，本
案一审审结之后，法庭会择期进行宣判。届时会
由司法部门依法来作出决定。

愿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成果

安峰山在答问时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
会晤 9月 3日至 5日在厦门举行，期间有多位台资
企业负责人以福建企业代表身份应邀参加了工商
论坛活动。相信大陆与金砖国家各项合作的深入
开展将为台资企业提供更多发展机会。

以高铁、电商、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为代表
的大陆“新四大发明”在岛内引发关注。安峰
山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表示，大陆改革开放和经
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大陆经济社会发
展为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前
景，我们当然希望两岸能够携手共同发展、共
同进步。

有记者问，在日前举行的京台科技论坛上，
经济学家林毅夫分析指出台湾不应推行错误的

“新南向政策”而错过与大陆一起腾飞的机会，发
言人对此是否认同？安峰山回答说，两岸经济同
属中华民族经济，两岸经济交流合作是互利双
赢、共蒙其利的好事情。我们愿意同台湾同胞分
享大陆发展机遇和成果，实现共同发展。而为了
政治上的私利采取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只
会给台湾经济和台商利益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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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底，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
东人工岛主体建筑结构封顶，使得大桥今
年内通车的目标再近一步。

这座“海上巨龙”与正在加快推进的
广深港高铁、深中通道、虎门二桥、深茂
铁路等珠江口的“超级工程”，将打通城
市间互联互通的“任督二脉”，为粤港澳
大湾区搭建重要的交通骨架。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马兴瑞曾
说：“加快珠三角地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步伐，对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打造珠三
角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珠江三角洲高速公路网密度已
达或超世界发达地区水平，接下来将发力
建设城际铁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
有分析认为，交通深度融合势必推动珠三
角城市聚合相融，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
一步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

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开放性和活力的经
济区之一，珠三角经济经历前几年的转型
升级，正呈现优化发展的新局面。

2016 年，珠三角 9 个城市实现生产总
值 67905.33 亿元 （人民币，下同），其中
广州、深圳 GDP 均接近 2 万亿元，佛山
GDP 约 8600 亿元，东莞也达 6770 亿元。
2017 年上半年珠三角 GDP 增长 8.2%，毗
邻澳门的珠海市增速领跑全省。

作为中国一线城市，广州正加快推动
国际商贸中心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深
圳立足于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广深两地市长先后表示，新一轮城市规划
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都市群战略规划。

广州、深圳处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
圈，被寄予辐射带动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

崛起的厚望。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
所所长、港澳台研究中心主任丘杉认为，
除粤港澳三方的协调配合外，要注重发挥
广州、深圳在金融、物流、贸易、会展、
信息和高端制造业等方面的集聚、辐射和
带动作用。

“通过广州与深圳在科技创新上的相
互对接，带动东莞创新发展，形成新的广
深科技创新走廊”，广东省政府参事、深
圳大学教授魏达志称，深圳作为国家自主
创新型城市更应发挥带动协同作用，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圈的形成。

根据广东省住建厅、广东省发改委 8
月下旬联合印发的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
划 （2016-2020）》，广东省的新型城镇化
建设将依托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
琴三大国家战略平台，以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为龙头引领，发挥广州、深圳中心城市
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功能，
有序向周边城市疏解非核心功能，强化珠
三角城市间分工合作。

按照该规划，佛山、东莞、中山实施
“强心战略”，做大做强主城区；珠海、惠
州、江门、肇庆重点加强市区建设，辐射
带动周边县市发展。

广州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南大学
管理学院教授胡刚称，随着土地等各种要
素成本的上升，广深中心城区应主要发展
高端服务业，制造业则向珠三角其他城市
有序转移。

可以预见，以广州、深圳为龙头，珠
三角九市集体起舞，将以更加自信的步伐
向世界级城市群目标迈进，携手港澳共同
托起粤港澳大湾区。

每个周一的早上8时，澳门的很多中小学都会举
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澳门青少年对国歌、国旗、
国徽的认知，已经作为爱国爱澳的重要部分在澳门
扎下根来。

位于澳门半岛俾利喇街的镜平学校更是把升国
旗仪式自新中国成立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五星红
旗从学校楼顶平台徐徐升起，《义勇军进行曲》响彻
天空，镜平学校的师生们注视着国旗，伴着旋律合
唱国歌。

9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规范了国歌
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并纳入中小学教育。

“这几年我们都把国旗、国徽和国歌作为镜平学
校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去年我们做了改进，升国
旗不仅奏国歌，还要求全校师生唱国歌。”镜平学校
校长黎世祺说。

镜平学校不仅通过升旗仪式对学生进行国歌教
育，还专门在音乐课上进行教唱。此外，学校还通过国
情课、国情知识竞赛等方式进行综合教育，让师生进
一步加深对国家的认识与认同。

“现在，每周升旗、毕业典礼、校庆等场合，师
生们一起唱国歌，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黎世祺补
充道。

澳门特区政府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培养学生
爱国爱澳的家国情怀，提升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认
同感。教育暨青年局 2000年编辑出版了 《国旗、国
徽、国歌、区旗、区徽》 教材，并附光盘资料，提
供给所有学校使用。

教育暨青年局局长梁励介绍说，澳门现行的行政
法规《本地学制正规教育课程框架》规定，小学、初中
及高中教育阶段均须开设“品德与公民”课程。该科的

“基本学力要求”明确规定，所有本地学制学校的学生
在小学阶段就须“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理
解其基本含义，会唱国歌”。

小学 《品德与公民》 教材在二年级以“我是中
国人”为单元课题，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知道澳
门是国家的一部分，加强学生对中国公民的身份认
同，让学生认识国旗、国徽和国歌，理解其作为国
家的标志和象征，培养学生热爱国家的情感。

澳门中华教育会副会长李沛霖表示，澳门同胞
对国歌一直都非常尊重，回归前是这样，回归后
更是这样。国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承载着
澳门同胞的爱国情怀，可以通过国歌的歌词，增
强忧患意识，也鼓励大家奋勇前行。每当国歌奏
起、大家唱起的时候，都非常自觉、非常庄严地
对待这个场合。

“国旗法与国徽法已经引入澳门基本法附件三。
长期以来，我们有相关的教育，有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感同身受，国
歌法一定会获得澳门同胞的支持和拥护。”李沛霖说。

家住一所中学附近的梁小姐则对国歌有更新的认识：“前段时间
澳门受了风灾，解放军驻澳门部队都来帮我们抗灾。现在每次听到
学校奏唱国歌，真的感觉国家就在背后撑我们一样。”

（新华社澳门9月13日电 记者王晨曦 胡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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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香港苏富比珠宝首饰秋拍举行传媒预展。本季
拍卖共计推出超过250件拍品，总估值约合5.4亿元人民币。

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庐江台创园：打造绿色稻米工程
近期安徽省庐江县出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对晚稻丰产丰收构成潜在威胁。为此，该县台湾农民创业园根据水稻生

长发育进程，分区域、分时节科学制定田间管理技术措施，为打造绿色稻米工程奠定基础。
图为9月12日，台创园喜洋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大田里除草。 巢志斌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北京电 （张超） 北京 101 中学、171 中
学、50中学和北京中学、房山中学等北京5所中学9月
12日分别与香港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旗下的黄笏南中学、
邱金元中学、卢干庭纪念中学、张明添中学、李嘉诚中
学等5所中学缔结成为姊妹学校。

利用此次合作契机，香港学校的90多名师生会在北
京生活一周。

在北京期间，香港学生们将参加学校升旗仪式，走
进课堂参加中华传统文化课程体验等活动。还将与北京
的学生们共同开展舞龙、搭积木等活动，以此增进京港
两地青少年的友谊。

香港东华三院董事局主席李鋈麟说：“东华三院是香港
历史悠久的慈善机构，旗下有54个教育服务单位。这次5所
中学的学生大都是第一次来北京，与单纯的看看就走的旅
行不同，此次想建立一个机制让京港青年留下友谊，增强香
港青年的祖国认同感。”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李士祥说：“京港姊妹校加深交
流，加深合作，将着力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关心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据了解，京港姊妹学校项目是深化京港两地教育交
流合作的重要方式。目前，北京已有近 70 所学校与香
港学校缔结了姊妹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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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苏富比珠宝首饰秋拍举行预展

图为 9 月 13 日，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发布
会上邀请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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