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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福州10月12日电（记者许雪毅、柳伟建）
由福建省教育厅主办的“第四届海峡两岸应用技术类大
学校长论坛”12日在福州开幕。包括25所台湾院校在内
的两岸105所应用技术类大学、高职院校和中职学校的院
校长和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希望携手推动两岸应用技术
型人才培养。

福建省教育厅厅长黄红武在开幕式上致辞说，台湾
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较早，加上两岸同根同源，文化相
同、理念相通，交流 10多年来让福建受益匪浅。现在有
几十万台胞在福建工作、生活和学习，“十二五”期间

（2011年－2015年） 福建赴台师生达3800多批次、近4万
人次。

黄红武表示，福建引入台湾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认
证，在大陆率先出台 《福建省促进闽台职业教育合作条
例》，这些都体现了闽台教育合作交流成果。希望两岸教
育界以本届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密切互动。

福建省台办副主任宋志强表示，本届论坛的举办恰
逢两岸开放交流30周年。30年来，两岸交流不断扩大深
化。闽台教育交流合作硕果累累。比如，探索开展闽台
高校“校校企”联合培养人才项目，具有学分互认、课
程联合、师资引进、资源共享、企业参与、订单培养等
鲜明特色。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参与两岸各领域
交流，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两岸一家亲，我祖籍就在福建晋江。”台湾两岸现
代职业教育协会理事长吴清基表示，加强两岸教育交
流、共创两岸未来双赢，一直是大家的共同期待。本届
论坛主题是“分享·融合·突破·跨越”，期待两岸应用技
术型大学在分享中能够有突破，在融合中能够追求跨越。

本届论坛将持续至 14日，与会代表将围绕应用技术
类大学的师资队伍发展、课程体系建设和质量保障体系
构建等主题进行研讨。论坛期间同时举办海峡两岸教育
合作十年成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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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第五届政府首份施政报告 11 日出炉，全文
4.9万字，囊括251项新举措，聚焦经济民生，着力创新发
展，尽展施政新气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立法会就施政
报告发言，一改以往逐字逐句宣读方式，讲理念、谈精
要、言期愿，用最短时间诚挚表达管治团队施政决心和担
当，让人们眼前一亮。香港各界对此多给予高度评价，认
为这是一份“不一样”的施政报告，为香港带来新的希望
与动力。

报告有活力

早在施政报告发表之前，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
建宗就表示，这是一份“不一样”的施政报告，为香港整
体经济、社会、民生建立了新的起点，提出很多大胆、果
断的新尝试，用破格思维跳出传统框架，解决社会问题。

施政报告发表后，从报告全文和林郑月娥发言中，各
界都感受到了涌动其间的新气象，大到政府角色，小到民
生举措，创新精神浓厚。

《明报》社论指出，施政报告既有“派糖”项目，勾勒
出愿景蓝图，也有投资社会推动长远发展的具体措施，政
府必须更加积极进取，应做就做，不拘泥于“小政府”还
是“大政府”一类的意识形态教条。

“提出了一系列长短兼具、务实而具开创性的政策措
施。”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对施政报告深表支持，指出报告
的内容全面翔实，更以新思维、新角度勾画了未来发展的
愿景，有利于推动香港经济开创新局面。

香港工业总会认为，施政报告展示了新一届政府对各
领域的承担，政府创科政策显示了推动香港在创科范畴急
起直追的决心，对此“感到惊喜”。

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在听取报告后盛赞报告带来惊喜，
他向《橙新闻》表示，“算是喜出望外！应该给好高分。”

塑造政府新角色，打造管治新风格，再造理财新哲
学。香港《经济日报》评论道，施政报告在各方面凸显务
实和决断作风，“为香港郁滞局面打开了一扇门”。也正如
施政报告开篇指出的那样，它将“带来新的起点”，“带领
香港再上新台阶”。

内容够扎实

谈到施政报告最大的特点和亮点，人们均认为它聚焦
经济民生的主题极其明确，政策措施极其务实，可行性与
开拓性兼备，是一份接地气、重实干的报告。

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在施政报告发表前就看过了相
关文件，他指出这份施政报告涵盖议题多且阔，显示林郑
月娥上任 3个月来，管治团队能即时回应市民诉求，以做

实事为目标。
香港礼德齐伯礼行高级律师刘洋听完林郑月娥的发言

后说：“林郑月娥讲不因争拗而搁置问题，不因为怕被批评
而裹足不前，这在施政报告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与她本人
一样有很深的‘好打得’烙印，迎着社会焦点而去，果敢
有为。”

香港 《经济日报》 评论，施政报告很多方面都有着
墨，政府不再议而不决，而是敢于决断，提出具体措施以
至新猷，集中精力大搞经济民生事务，尤其回应当前最迫
切的房屋和经济转型问题，凸显务实新风。

对于施政报告里的具体措施，香港各界也竞相热议、
解读，表达支持和赞同。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表示，欣喜看到施政报告
提及开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推行“快速支付系
统”，引入“两级制利得税”，这些举措将为香港工商界带
来前所未有新商机。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颜宝铃形容，林郑月娥的首份施政
报告是开放、务实、进取的报告，尤其是将企业首 200万
利得税大降至 8.25%、为企业的研发开支提供额外税务扣
减等利好政策，令众多中小企业深受鼓舞。

“昨天公布的这份施政报告，总算是令这个行业的工作
者，展露罕有欢颜”。香港执业注册中医师黄润波说，这是
第一份对中医药发展着墨最多及分量最重的施政报告，如
能落实贯彻，他用《易经》乾卦的爻辞来形容，将让香港
中医药变成“飞龙在天”。

无论是推出置业阶梯方案、解决香港市民“上楼难”
问题，还是为公共交通费用高的市民发放补贴，及为公营
学校提供“空调设备补贴”，人们对这一个个具体举措都有
获得感。

“无微不至里有满满的人文情怀。”岭南大学周文港博
士感慨说，“从施政报告看得出，政府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期待，扑下了身子、拿出了诚意。”

共识正凝聚

“一起同行、拥抱希望、分享快乐”作为施政报告的主
题，人们也有深切感知。看完报告后，立法会一些民主派
议员也对其中的相关内容表示认同，认为措施有力。更多
人则在热议报告之余，展开了对如何贯彻落实的讨论，积
极想办法、提建议，希望把施政报告执行到位。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说，创科方面，还要努力创
新创业环境，如调整入境及移民政策等。经民联主席卢伟
国说，乐见经民联有约 100项建议获政府采纳，建议将创
科研发开支占 GDP 比率 10 年内再提升至 2.5%。立法会议
员陈沛然说，施政报告承诺定期按人口增长和人口结构变
动逐步增加医管局经常拨款，期望日后公共医疗经常拨款
按需求而定，缓解人手和资源不足问题。

对于施政报告大篇幅推出实践与青年同行的举措，不
少香港青年认为林郑月娥有信度、有力度。青年民建联主
席颜汶羽表示，个人最中意提升政府咨询架构的青年成员
整体比例至 15%，认为这是政府重视青年声音的表现，从
解决青年置业难的问题上，“见到诚意”。

“同行建共识”。林郑月娥说，实现美好愿景需要的
是社会团结一致、和谐共融、关爱互助。由施政报告
开启的起点始，香港社会正凝聚起共识，向更好的明
天而去。

“我想这是香港青年人，也是所有市民的期望。”刘
洋说。 （本报香港10月12日电）

台湾女恋上大陆郎成趋势。台当局“内政部”
统计显示，10 多年前多半是台湾男生娶大陆女性，
但近两三年情势倒转，台湾女生嫁给大陆男生的越
来越多。与两岸婚姻形势改变同步，港女“北嫁”
也成近年趋势。

两岸男女交友大陆不再弱势

台湾 《联合报》 称，2007 年，共有 1.43 万名台
湾男子娶大陆妻子，到去年只剩 7800人，10年来减
少近一半。相形之下，10年前，台湾女生仅370多人
嫁给大陆男生，去年则大增至820人。台湾知名女星
大S、刘若英和陈妍希都嫁到了大陆。

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会长钟锦明称，早期
大陆比较落后，加上某些媒体负面宣传，影响岛内
对大陆人的看法。而现在大陆经济起飞，更多台湾
女生愿意到大陆工作，并进一步认识大陆男生。

有在上海工作的台湾人直言，在两岸男女交友
环境上，台湾已居于劣势。尤其是北京、上海的女
孩子，她们的眼界更高、更有想法。

台湾政治大学选研中心特聘研究员暨政治系教
授陈陆辉认为，大陆以前经济较弱，台湾男性可娶
相对弱势的大陆配偶。但现在大陆经济发达后，许
多台湾女性到大陆工作，产生更多机会。

更多两岸夫妻婚后定居大陆

“与早期两岸婚姻多以陆配单方面流入台湾生
活、定居不同，如今越来越多的两岸夫妻选择在婚
后定居大陆，从单向流动到双向发展的趋势越来越
明显。”与杭州女子结婚并在当地定居的台商周鲍华
说。

“一方面方便妻儿团聚，另一方面这些年大陆发
展迅速，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互联网都很发达，生
活上比在台湾还方便。”“上海女婿”、“80后”台商
蔡坤良如今专心在大陆打拼，“身边的台湾朋友，有
来的有走的，总体看来留下比走的多。能在大陆留
下来的台湾人，都是非常能融入本土文化的。”

在周鲍华看来，面对两岸时局对小家庭的影
响，“内修外调”是关键。“我们同根同族，包容和
沟通最重要。”

专家指出，通过读书、就业、经商、旅游等方

式自然相识，已逐渐成为两岸婚姻的主流结识方
式。这些婚姻相应也有更好的感情基础，当事人的
层次更多元，“共同打拼”逐渐成为两岸婚姻中的主
流常态。

港女嫁给内地男性数量大增

除了深受台湾女性青睐，内地男性还日渐为港
女认可，港女“北嫁”成为风潮。据香港研究机构
集思会日前发布的“香港与内地跨境婚姻第二次探
讨报告”，过去 20 年来，两地跨境婚姻数量超过 48
万对，占香港婚姻总数的四成以上；且在近年呈现
四大趋势：香港女性嫁给内地男性数量大增、双方
教育程度提高、夫妇年龄差距缩小、内地配偶在香
港就业人数增加。

报告引用香港特区政府 20 年来的统计数据称，
香港丈夫、内地妻子的夫妇数量在香港婚姻总数占
比从40%逐渐下降至30%；而香港妻子、内地丈夫的
夫妇占比则从3%左右，持续上升至近年的10%以上。

随着两地经济差距缩小，不少跨境夫妇开始考
虑移居生活成本较低、居住空间更大的内地城市。
约 55%的受访者称，除了香港，也愿意考虑在广州、
深圳等其他城市长期定居。超过七成受访者认同，
跨境婚姻对两地融合有正面影响，夫妻及其亲友的
接触和沟通有助于两地相互了解。

本报台北10月12日电（记者陈晓星、
孙立极） 一场纪念海峡两岸交流 30周年大
会今天在台北举行。大会由中国国民党主
办。老兵代表、大陆配偶代表、台商代
表、两岸学生代表等以亲身经历分享 30年
来两岸交流的体会，呼吁珍惜两岸交流成
果，“永保和平，让爱永续”。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主席马英九和
吴伯雄出席纪念大会并致词。吴敦义在致
词中回顾了两岸交流 30年的发展历程，从

“两岸暌违多年之后，许多在中国大陆出
生、长大的同胞们希望回到大陆探亲、享
受天伦之乐”到“开放两岸‘三通’、直
航”。马英九在致词时表示，两岸交流成果
建立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和平
发展的基础之上。吴伯雄表示，1987 年他
代表台湾当局宣布“开放民众赴大陆探
亲”，是他任上最难忘的时刻，两岸关系和
平稳定才是人民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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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集会纪念两岸交流30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李江
涛） 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 2017 年第三季度
消费者信心指数 12日在京发布，大陆消费
者信心指数同比全面上升，香港消费者信
心指数升至近年新高，台湾消费者信心指
数呈现“偏向悲观”，澳门消费者信心指数
总体信心上升。

此次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和编制由首
都经贸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香港城市大
学、澳门科技大学和台北医学大学共同完
成。指数评分范围为 0 至 200，小于 100 表
示“信心不足”，大于100表示“有信心”。

调查显示，本季度大陆消费者信心总指
数为 103.9。总指数处于乐观区间，比去年同
期上升 4.0，达到 2015 年第二季度以来最高
点。从各项分指数看，6个分项指数均同比上
升，其中经济发展信心、物价信心、就业信心
上升幅度较大。

香港消费者信心整体指数为 89.9，较
上季度上升 5.1%，创下近年新高。其中，
经济发展、生活状况及就业状况分指数超
过100分，对物价状况、购买房屋及投资股
票的信心指数则低于 100 分。预期指数为
86.2，较上季度上升2.1%。

台湾地区消费者信心总指数为 84.19，
8 项指标皆呈现“偏向悲观”，其中民众最
担忧的是物价水准与经济发展状况。

澳门消费者信心总指数为 87.98，较上
季相比上升3.14%。调查显示，澳门消费者
总体信心上升，消费者对澳门的整体经济
信心延续升势。

两岸暨港澳第三季度
消费者信心指数发布

跨境婚姻新趋势

台湾女日益青睐大陆男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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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这应该是我看到最精彩的、最成功的一次两岸工笔画交流展。”台北艺大美术学院院长林章湖说。
“气静神凝——两岸工笔画联展”正在台北举行，展出大陆知名画家萧玉田、王裕国，台湾知名画家张

克齐、邱素美、陈九熹等带来的60余幅工笔画精品。前来观展的林章湖对这些画作赞不绝口。
此次画展由上述5位画家历经两年沟通筹备而成，7日起在台北开展，将持续至18日。图为台湾工笔画学

会理事长邱素美 （左） 向观众介绍画作。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摄

两岸工笔画作在台联展两岸工笔画作在台联展两岸工笔画作在台联展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两岸院校共论技术型人才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