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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间，京台两地160多个行业协会参
与主办了论坛的活动，两地企业共签署合作协
议和意向 195 项，协议金额超过 465 亿元。”在
近日举行的第二十届京台科技论坛峰会上，北
京市代市长陈吉宁用一连串的数字描述了该论
坛20年来所取得的成果。

1998年以来，京台科技论坛从无到有，不
断壮大，发展成为京台工商科技界交流的重要
平台和两岸经贸交流的知名品牌。回顾这 20
年，京台科技论坛始终围绕科技主题，紧紧把
握时代脉搏，促进两岸经济界、科技界的相互
交流合作，推动投资建设与科技成果转化。

始终围绕科技主题

时间倒回到 20 年前。1998 年，同样是在 9
月，由北京市台办、北京市科委、北京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共同主办的“京台科技成果商
品化研讨交易会”在京举行，来自台湾工商企
业界和科技界的400多位代表莅临现场。

这便是首届京台科技论坛，讨论两地之间
科技成果的商品化成为论坛的主题。此后20年
间，“科技”二字就是这一论坛不变的主题。

比如在2001年的第四届论坛上，两岸代表
就通信产业、计算机和软件产业进行了沟通交
流，并共同参观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在2007年
的第十届论坛上，IC设计、汽车电子、动漫游
戏等领域受到两岸工商企业界和科技界的关
注；而在今年的论坛中，智能机器人、3D 打
印、互联网科技等成为大家口中的热词，许多
相应的产品也摆放在展示区为大家演示。

除了对科技原理与应用的交流，引领两岸
共创产业标准也是京台科技论坛具有前瞻性的
体现。从2003年第六届京台科技论坛开始，主
办方相继设置了数字电视、闪联、Linux、3G
手机、软件标准、移动电视技术等标准产业论
坛，极大地推动了两岸产业标准合作。2007
年，当时的国家信息产业部 （现为工业和信息
化部） 颁布了手机充电器及接口的技术标准，

两岸创建共同标准的行动取得重要成果。

紧紧把握时代脉搏

科技主题是20年来论坛的核心，不过这并
不意味着论坛始终处在一成不变的状态。相
反，论坛在召开中做到了与时俱进，紧紧把握
时代的主题，聚焦两岸经济社会发展热点。

举例而言，2002年，由于电子商务兴起不
久，两岸代表在第五届京台科技论坛上热议电
子商务产业发展的举措和未来前景，探讨如何
实现两岸在这一领域的合作；2006年，面对两
年后将举行的北京奥运会，“奥运商机”在论坛
上彰显了巨大吸引力，两岸嘉宾不仅在口头上
探讨合作方式，来自两岸的企业更是直接在展
厅展示了为北京奥运会提供技术保障、为参加
奥运会的运动员等提供舒适便捷服务的科技产
品；而在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一带一
路”论坛因应时代所需成为热门话题。

不仅如此，为了让与会嘉宾更好地在专业
领域发挥特长、做到精准对接，京台科技论坛
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增加分论坛的场次，细
分讨论议题。1998年，首届论坛只设有一个专
题论坛；2001年至2003年期间，京台科技论坛
每年平均有 5 场分论坛。此后，分论坛的数量
大多保持在十几甚至20个。这其中，既有老牌
的分论坛，像京台农业论坛已经连续举办了14
届；也有青年创业论坛、互联网+论坛等结合
当前热点出现的新生论坛。

双向互动成果显著

“协会对接、企业互动”是京台科技论坛成
功探索的独特交流机制。20年来，两岸的企业
界代表通过这一论坛不断确立投资项目、对接
科技成果转化。

例如在每年的论坛举行后，富士康工业园、中
芯国际集成电路代工厂、英业达公司、联发科技研
发中心、威盛电子研究中心等一批台资企业先后

在北京落地，或成立新公司、或投资建设新项目，
为北京的科技发展和城市建设注入新活力。

在台资企业不断登陆的同时，大陆的企业
也通过这一平台实现入台发展，形成了双向的
经济互动。2010年12月，第十三届京台科技论
坛在台举办期间，北京第一家赴台投资的大型
国有企业——北控集团在台设立京泰发展有限
公司，迈出了北京企业入岛投资的第一步。京
东方、小米科技、宝岛妇产医院、清华长庚医
院等如今也都在台湾拓展自身业务，实现产业
在两岸间的布局。

就活动本身来说，京台两地都曾作为论坛
的主办地。在台湾嘉宾登陆参会之余，时任北
京市的有关领导也曾带队赴台出席论坛活动，
并进行交流考察，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京台交
流的层级和水平。

科技为媒 京台牵手20年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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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来袭，风雨肆虐，考验一座城市的基础设施，
也考验一座城市的文明风尚和精神底蕴。台风“帕卡”
席卷香港期间，救援者和脱险者用奉献与感恩绘成的那
个温馨图景，便犹如一堵“堤坝”，让灾难却步、恐惧消
散，至今仍让人念念不忘、感慨动容，更让人念起这个
城市的好，在于她不衰的美丽与繁华，更在于涌动于其
心间的仁爱与温情。

事件经过在一封公开信里得到了还原。8 月 26 日香
港刮起台风，一对内地行山客被困飞鹅山，生命安全堪
忧；一场由当地消防局、攀山救援队发起的“百人大拯
救”上演24小时“人间情话”，遇险者最终获救。发出这
封公开信的是其中一名行山客，而他所以发出这封公开
信，一为自己不顾戒备信号行山、浪费香港资源致歉，
二为消防队员不顾个人危险、拯救他们于险难致谢。

公开信里的一字一句尽显真诚，人们纷纷为这名行
山客点赞。尤其让人感动的是，一位曾参与救援的消防
员之后作出了这样的回应：日常生活错失难免，令人欣
赏的是你对事件态度非常正面和有担当。我从来不觉得
自己是英雄，但我却与一班英雄一起，用行动和态度去
影响周围的人们。我相信人生如一杯水倒入海洋，明知
不可以让海水变淡，但仍会坚持去做、始终如一。

将心比心、以情换情，就是这样的一场事故、一次
对话，让这个城市显现出她本来的色调与温度。香港素
以南海明珠闻名世界，写就了多少传奇篇章，但最能打
动人也最让人自豪的，还是狮子山下那份人与人之间的
朴素情感，“同舟人誓相随”“携手踏平崎岖”的真挚情
怀。受恩者知感恩，奉献者乐奉献，聚集于此的人们

“像一滴水融入另一滴水，像一束光簇拥着另一束光”，
折射出她最美的一面。

这才是我们所熟知的香港。往昔，港剧风靡内地，
人们从 《边缘故事》《陀枪师姐》《创世纪》 等多个影视
作品打量她，她有繁荣富足，更有公序良俗，同舟共济
是她的主旋律。今天，人们珍视香港、欣赏香港，除了
因为维多利亚港的璀璨夜景和太平山下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也因为她那种
在岁月奔流中没有褪色的世间真情和社会文明。

有人常说香港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法治，但当人们生长于斯、流连于
此，却会发现这些概念背后的底蕴，乃由自立自强和互助互爱夯筑而成。幼
稚园里的班级用智勇仁义划分，大学刻在墙上的校训是“明德格物”“博文约
礼”，香港精神多以刻苦耐劳、灵活应变、自强不息概括；基于每个香港人的
道德自律、人文情怀和社会担当，自由之翼才得以舒展、法治之本才牢不可
破。或许，这才是沉潜在香港社会里的真正的核心价值。

美丽香港由每一个人绘就，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即便她正面临问题，也将
迎来新的挑战，但破解、突围的秘钥始终攥在这里每一个人的手中。理解她的发
展周期的必然性，莫让信心挫伤，鼓足勇气、相互打气再出发；担负起各自的职
责，尽好自己的本分，莫怨天尤人，靠“你我一双手筑起这家”；人人都化作一团
火，播种散发正能量，拒绝偏执和凉薄，不为聒噪和争拗裹挟，且抬头看路，且同
心同行，继续“传承着过去叫世间惊讶”，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爱在左，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
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人
生避不开成长中的烦恼，社会必然遭遇发展中的瓶
颈，多体察内心、观照未来，不埋没真与诚，不陷
入怨与恨，人生便不会迷失，社会便不会沉沦。“让
岁月奔流真心里”，那个我们所熟识的香港，定会永
葆她的风采与魅力。

香 江

漫 笔

香
江
，﹃
岁
月
奔
流
真
心
里
﹄

张
庆
波

本报澳门9月17日电（记者苏宁） 澳
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和检讨重大灾害应
变机制暨跟进改善委员会 16 日上午与国家
减灾委员会专家团举行会议，听取团长、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国务院应急管
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关于台风“天鸽”分
析评估工作的初步汇报。下一阶段专家团
将进行更全面、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制
作详尽的报告和建议，为特区政府制定
短、中、长期防灾减灾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专家团应澳门特区政府邀请，一行 22
人在3天的行程中，分成7组与相关对口部
门研讨交流，又实地考察了受水浸的停车
场、十月初五街和民居等受灾现场。闪淳
昌在汇报中指出，目前大量资料证明，“天
鸽”是澳门超过半世纪以来遭受的最强台
风。“天鸽”移动速度快、近海急剧加强、
登陆时强度最高，且预报难度大。他代表
专家团就提升澳门的灾害应对能力提出初
步建议：总体目标是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
全，做好预防与应急准备，通过 5 至 10 年
的努力，基本建成与有效应对公共安全风
险挑战相匹配、与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相适
应、覆盖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全过程、政
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突发事件应急
体系，应急管理基础能力持续提升，核心
应急救援能力显著增强，综合应急保障能
力全面加强，社会协同应对能力明显改
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进一步完

善，使澳门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社会安定
有序的国际化安全韧性城市。

建议指出，围绕总体目标进行优化、
加强建设包括六大方向：（一） 完善防灾减
灾救灾和应急体制机制；（二） 加强生命线
工程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提高应对大灾、
巨灾及其风险的能力；（三） 健全完善粤港
澳区域的应急联动协作机制；（四） 提高全
社会应对危机和风险的能力和水平；（五）
健全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法规和标准体
系；（六） 全面开展安全文化与素质建设，
加强公众自救互救能力。

在听取初步汇报后，崔世安感谢国家
减灾委员会专家团队不辞劳苦，听取部门
报告和实地考察，高效、专业地总结了初
步报告。报告既有对特区政府工作的肯
定，也对部分工作提出了改善的意见及建
议，内容充实且具有指导性，值得特区政
府各部门认真学习、积极落实和加以改善。

崔世安表示，特区政府一是高度重
视、认真对待专家团队的意见，吸收经验
和教训。二是必须认真落实专家团队所提
出的针对性建议。特区政府各部门要认真
对照相关的重点内容，列出工作清单和明
确改善措施，最好能够在短时间内制定时
间表，有序落实改善每项工作。特区政府
将继续与国家减灾委和专家团队保持沟
通、合作，在专家团队的支持和指导下，
制定短、中、长期的防灾减灾规划建设。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伴着这首 《春夜喜
雨》，《聆响·行歌——两岸诗歌音乐朗诵
会》9月16日在台北开诵。

在方明、于同云、杜宁林等十余位大
陆资深播音、一级演员和朗诵表演艺术家
的深情朗诵下，《教我如何不想她》《再别
康桥》《如歌的行板》《致橡树》等20余篇
两岸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感染了在场的
台北观众。全场不时掌声雷动。甜美田园
诗 《夏夜》让观众情不自禁露出笑容；思乡
怀古的《就是那一只蟋蟀》则让不少人感动
落泪；当 76 岁的著名朗诵表演艺术家方明
朗诵出《对衰老的回答》的最后一句“在人类
高尚者的丰碑上，一定会找见我的姓名！”，
观众纷纷起立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我 20 岁以后就没听过这样的朗诵会
了。”台湾 《观察》 杂志社社长纪欣说，

“今天真的非常精彩！”退休教师李枫也表
示，朗诵会勾起她多年前教女儿朗读新诗
的记忆，“她当时的朗诵还得了奖。”她说
自己非常喜欢新诗，但很多年没有看过这
样的朗诵会，“听得我都想写诗了。”

高先生夫妇带着两个儿子来观看音乐
朗诵会，8 岁、11 岁的两个男孩都表示很

喜欢。高先生感叹，台湾竟然还讨论中学
课本去掉多少文言文。作为家长，他还是
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更多中国文化，不用
说什么理由，“我们以前也是这样学的，古
老的文化本来就应该留下来。”

《聆响·行歌——两岸诗歌音乐朗诵会》
的总导演、著名朗诵艺术家徐涛说，他希望
音乐朗诵会可以让更多台湾人了解大陆对
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台湾对大陆有很多
误解。我曾经在美国演出时碰到一位台湾诗
人，他不想看我们的演出，认为我们不是朗
诵只是喊口号。但我们厚着脸皮把他生拉硬
拽来，看完后他立刻回家
拿了一本诗集送给我们，
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读他
的诗。那时我特别欣慰，也
因此一直想到台湾演出。”

据了解，中华文化发
展促进会、中国华艺音像
实业有限公司等单位用了
一年多的时间促成这场在
台北的演出。中华文化发
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华艺
音像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石永奇表示，弘扬中华文

化，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凝聚民族感情，
是两岸文化传媒机构的责任。他说，林语
堂先生曾经说“中国的宗教就是诗”。诗既
在中国人的经学之中，也在中国人的文学
里。举办这场诗歌音乐朗诵会，就是本着

“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以中华文化最具魅
力和感染力的诗歌、散文为载体，用音乐、艺
术的手段，呈现诗歌之魂和声音之美。“两岸
交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
心灵沟通，希望诗歌朗诵会能为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增强两岸同胞的民族归属感
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报台北电）

以 诗 会 友 情 牵 两 岸
——两岸诗歌音乐朗诵会台北开诵

本报记者 孙立极 陈晓星

图为两岸诗歌音乐朗诵会现场。 中新社记者 邢利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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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7 日，“2017 浙
江·台湾合作周书画摄影
艺术展”在杭州的浙江美
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浙
江·台湾合作周摄影作品
展、“绮丽南投·艺采飞
扬”巡回展和台湾中部书
画 家 作 品 展 3 个 部 分 组
成，共展出两地艺术家的
作品200余件。

图 为 参 观 者 在 展 览
上欣赏台湾风光的摄影
作品。
施健学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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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9月17日电（记者王晨曦、胡瑶）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立
法会选举于17日上午9时开始投票，投票将于当晚9时结束。

17日清晨 6时许，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 （简称“选管会”） 工作人员
陆续将票箱和选票送至各投票地点。8时许，未到投票时间，多个投票点外已
有大批选民排队，准备进入投票点投票。选管会16日晚表示，选举日不能进
行竞选宣传，并呼吁选民踊跃投票。

澳门特区第六届立法会由33名议员组成，当日选举将产生14名直选议员
和12名间选议员，其余7个议席将由特区行政长官在收到选举总核算结果后
的15日内委任。

第六届立法会选举有投票资格的自然人选民有307020人，比2013年第五
届立法会选举时增长11.23％；法人选民859个，比2013年增长19.47％。

当天，共有24个候选组别的186名候选人竞逐14个直选议席。12个间选
议席将从工商、金融界组别，劳工界组别，专业界组别，社会服务及教育界
组别，文化及体育界组别一共15名候选人中产生。

为方便选民投票，此次选举按照选民申报的常住居所地址进行区域划
分。全澳门的投票地点有36个，其中一个投票地点有2个投票站，即共有37
个投票站，比上届增多了6个投票站。间选方面则设有1个投票地点，为理工
学院体育馆，内有5个投票站。

澳门第六届立法会选举开始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