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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网上海电（记者李佳佳） 有志扮演内地与国际世
界之间“超级联络人”角色的香港，近日在上海宣讲其新鲜
出炉的税务新方案，鼓励上海企业善用此新政“走出去”。

该研讨会由香港投资推广署与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联合主办，主题为“善用香港税务新政策·沪港合作
共赢”。

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6月底，在香港上市的上海企业共
计 105家（如上海电气集团、东方航空、交通银行等），市值近
12758亿港元。近 10年来，经由香港投资推广署的协助，成功
在港开设公司及业务的上海企业已超过200家。

香港投资推广署署长傅仲森认为，香港在“一国两制”制
度下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配合其他竞争优势，包括优越的地
理位置、蓬勃的营商环境、健全的法制、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
护，以及全面的世界级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等，均有利于上海企
业利用香港“走出去”。

不过相较于以往，由于即将于 2018 年实施最新的税务
政策，此次香港在吸引内地的中小企业投资方面显得更有底
气。税务新政大致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是实行“两级制”
的利得税，即将企业首 200 万港元的利得税率由原先的
16.5%降至 8.25%，其后的利润则继续按标准税率 16.5%征
收；其二是鼓励研发开支的税务政策，即首200万港元的符
合资格的研发开支可获得300%的扣税，余额则获得200%的
扣税。

此举被业界认为将提升香港营商环境的竞争力，激发其
科创产业活力。同时，香港投资推广署也认为，“这对于有
意选择在香港开展业务的内地企业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

鉴于上海也在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并加快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傅仲森认为，“这与香港
均有可合作互补、协同发展之处”。

傅仲森表示，香港特区政府鼓励业界向一些香港既有优
势或有需求的产业进发，包括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
市和生物医学。而上海企业可充分发挥沪港两地在科技创新
方面的政策及资源优势，把握市场先机。

同时他还认为，在“进一步增强沪港澳台经济合作紧密
度，加强金融、贸易、投资等重点领域合作，拓展‘走出去’新
空间，全面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方面，上海企业的国际商
业拓展可以借由香港商业平台优势向海外“走出去”，比如
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 （CTC）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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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12月22日至
25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黄志贤当选中华
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卢丽安、白天亮、
江尔雄等13人当选副会长。

“用中国梦、骨肉情、民族义，促进两岸同
胞心灵契合，这是我们‘台胞之家’的光荣使
命，我倍感重担在肩，必将恪尽职守、夙夜在
公。”黄志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明确了新时代台联工作方向

黄志贤在致闭幕词时指出，这次代表会议是
一次凝心聚力、继往开来、求真务实的大会，进一步
明确了新时代台联工作的方向。新一届全国台联领
导集体一定不辜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期望和广大台胞乡亲重托，切实增强台联工作的政
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全国台联是台湾各族同胞的爱国民众团
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台湾同胞的桥梁和纽带，
自 1981 年 12 月成立以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对
台大政方针，本着“沟通、联谊、服务、团结”
的宗旨，积极了解和反映台胞乡亲的愿望和诉
求，努力维护和扩大台胞乡亲的福祉和利益，推
动并组织开展了诸多有深度、有影响的两岸民间
交流交往活动，被台湾同胞誉为“台胞之家”。

用台胞接受理解的方式工作

“当前，在两岸关系面临新挑战的新形势

下，全国台联将把全面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学习中央对台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把习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台湾同胞
的关爱之情转化为实际行动，不辜负党中央的
期望，不辜负广大台湾乡亲的重托，扎实推动
台联工作迈开新步伐，打开新局面，跃上新台
阶。”黄志贤会后受访时说。

有着多年对台工作经历的黄志贤谈起下一
步全国台联的工作时指出，台联在联系台湾同
胞工作中优势独特、大有可为、不可替代。

“我们的祖父辈来自台湾，我们更能体会台湾
同胞所经历的特殊历史和特定心态，更能体会

‘两岸一家亲’理念的深刻内涵和饱含的浓浓
深情，更能用台湾同胞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开展
工作，拉近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之间的心理距
离。”黄志贤说。

提高为台胞服务的能力水平

黄志贤认为，当前岛内台胞支持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没有改变，常住大陆
台胞的参政意识和追求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
的意识增强，定居大陆台胞的利益诉求也更
加多样。台联工作将着力研究这些新情况新
问题，提高为台胞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只要
是有利于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事，只要是有
利于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事，我们都要

尽最大努力办好。”
展望新一届理事会的工作，黄志贤指出，

台联将在扩大两岸人员往来，促进两岸交流交
往深入开展方面有新的进展。在扩大两岸文化
交流，增进台胞的国家、民族、文化认同方面
有新的突破。在团结广大台胞支持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和建设两岸共同家园方面有新的成效。
在创新工作平台，打造品牌项目，吸引台湾同
胞积极参与上有新的提高。

第十次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听取并审议
通过全国台联第九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审议通
过全国台联章程修正案，选举产生由 100 人组
成的全国台联第十届理事会。来自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有关单位的台胞代表共 300 多人
与会。 （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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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台湾县市选举日益临近，
民进党的选举动作也越来越多。在固
守本土票源之余，民进党注意到日渐
庞大的外来配偶群体，尤其是语言相
通、文化隔阂少、参与政治热情高的
大陆配偶，开始打起了她们的主意，
用各种小动作吸引她们手中的选票。

“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长期以来，民进党对大陆配偶并
不友善，在取得身份证、就业、考学
等领域均祭出歧视性政策，将门槛设
得特别高。因此，一直以来，大陆配
偶对民进党基本是负面印象。

然而，近段时间，民进党有意改
变这一点。“我们发现有很多优秀的
大陆配偶，不论能力或各方面，都颇
适合参政，如何鼓励这群人走出来从
事公共事务，一直是民进党努力的目
标。”民进党妇女部主任蔡宛芬前段
时间特意在台湾 《中国时报》 上做出
如是表述，并说：“无论是谁，只要
对方看到你们是真心想交朋友，其实
就没有那么难。”

蔡宛芬这段话的底气，源自民进
党当局宣称“年底将放开大陆配偶亲
属赴台探视资格”的新政策。为向大
陆配偶示好，民进党当局宣布将开放
大陆配偶三等血亲和二等血亲的家属

（如舅妈，弟媳等） 赴台探视。这对
大陆配偶来说，虽是一项利好，但吸
引力却有限。

“这是典型的小恩小惠。”台湾
《旺报》 撰文分析称，这些人本就可
用旅游的名义来台，实质影响不大。

大陆配偶杨国域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
时指出，其实她们更希望能将年迈的
父母接到台湾定居。很多大陆配偶是
独生子女，父母年老无人照顾。即使
已取得身份证，其父母最多也只能在
台湾待半年。台当局开放70岁以上陆
配父母赴台定居，但一年只有60个名
额，根本不够用。

“醉翁之意不在酒”

既然大陆配偶提出了相关诉求，
民进党是否有诚意帮他们改善境遇
呢？显然没有。

大陆配偶最关切的问题是取得岛
内身份证的条件限制。没有身份证，
就无法自由选择职业，连办手机号、
申请信用卡等日常生活都有障碍，许
多人感慨犹如龙困浅滩。

根据台湾当局的规定，大陆配偶
最初在婚后需要长达11年的时间才有
资格申请领取身份证，马英九上台后
降为 6 年。2012 年，国民党提出修正
案，拟将之放宽为 4 年，至少与东南
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来配偶等同待
遇，但民进党竭力阻挠。2016 年 6
月，国民党再度提案，民进党依然坚
决否决。

其实，无论是放宽探亲限制还是
“6 改 4”，都在蔡英文当局的掌握之
中，毕竟民进党是完全执政，就看是
否想做。然而，民进党显然不想在实
质议题上松绑。

有岛内舆论一针见血指出，民进
党放宽限制更多是出于选票考量。包
括大陆配偶在内的台湾新住民人数已

经突破 50 万，即将超越 52 万人的原
住民，他们若有投票权，意味着相当
大的票源。其中又数大陆配偶人数最
多，是其他外配的 2 倍，她们的孩子
年纪已有20多岁，也享有投票权，但
社会经验不多，对岛内政党倾向也不
大明确。因此，民进党意识到不能忽
视这一群体，要想方设法吸收她们手
中的选票。

来自大陆就是“原罪”

大陆配偶身份证取得“6转4”至
今都得不到切实处理，其根源在于民
进党对大陆深深的敌意。

有民进党“立委”曾表示，不让
陆配取得身份证年限缩短，是因为

“基本上有很多国安的问题，需要更严
格的管控”。显而易见，民进党根本就
是把陆配视为“敌国人民”，否则何来

“国安”问题？又何需严格管控？

两岸本属一家，具有相同的语言
与血缘，两岸通婚具有最大的优势，
岛内社会本应大加欢迎与珍惜，当局
更应以法律法规鼓励与保障，但现实
情况却截然相反，由此可见民进党

“仇中”“反中”“去中国化”的对立
思维。

对“台独”势力而言，大陆是他
们阴谋得逞的最大的“障碍”。大陆
配偶因为对大陆的亲近感、与大陆
割不断的血脉联系，成为“台独”
分子的“眼中钉”。民进党让大陆配
偶背负了一种“原罪”，将大陆配偶
视为“第五纵队”，予以严格监视、
例外管理。对其正当诉求，能拖就
拖、能卡则卡，最大限度地限缩其
权利和利益。

抱有这种想法的民进党当局，这
次是要真心听取大陆配偶的意见，还
是只是做做表面工夫，施展其一贯熟
稔的“骗票伎俩”？答案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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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12月24日电（记者李慧颖、李凯） 日前被民
进党当局撤销台“妇联会”负责人职务的辜严倬云24日发表书面
声明，指责台当局大敲追讨不当党产的锣鼓，把“妇联会”罗织构
陷为国民党“附随组织”，意图诬陷栽赃，横夺资产，操纵组织。

曾长期担任“台湾妇女联合会”（“妇联会”） 负责人的辜
严倬云是台湾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遗孀。22日，台当局撤销
了辜严倬云的职务，并限期“妇联会”10日内改选。

辜严倬云在声明中表示，台内政主管部门与“党产会”不
断攻讦，一再追索，不顾时代久远资料阙如，利用列为国民党

“附随组织”、撤换负责人、解散组织等不法不当手段要挟恐
吓，意图逼“妇联会”就范。

辜严倬云在声明中表示，“妇联会”是民间组织，具有自主
权利地位，绝非任何人可以予取予求，鞭打侮辱。台当局可以
粗暴地拿走头衔与金钱，却拿不走正义与勇气。

此前台“妇联会”就本组织资产处置办法及未来组织运作
的监督方式等问题，与台当局内政主管部门及“党产会”进行
了长达3个月的协商。“妇联会”至本月22日仍坚持不得对其相
关基金会进行公共监督，决定不签“行政契约”。当局当日即宣
布撤换辜严倬云和她的副手。

对此，岛内学者批评，目前尚无法证明“妇联会”是国民
党“附随组织”，当局贸然介入社团人事，明显违法。

新华社香港12月25日电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局长邱腾华日前表示，今年香港经济回稳向好，所有经济指标
均有所上升。2017 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前三季度已增长 3.7%，
优于过去十年每年平均的2.9%，较预期高。

邱腾华 24日会见传媒时表示，过去 11个月，香港的贸易、零
售及来港游客的数字都向好。他预料香港2018年的经济表现会更
好。他同时指出，虽然经济向好，但香港仍须把握机会，尤其抓紧

“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关于支持

香港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邱腾华说，
2018年特区政府在“一带一路”方面有三大重点工作：2月初在
北京举办高层次推介会，集中向国企和中央部委讲解香港如何
运用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年中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高
峰会；年底会举办推广“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旅游活动。

邱腾华表示，特区政府锐意将香港发展为世界级首选旅游
地。他认为，日后相继落成的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及莲塘香园围口岸，将会为香港及整个地区的旅游发展注入新
动力。国家的未来发展也将为香港旅游业带来庞大机遇，香港
要充分掌握及发挥。

香港前三季度经济增速3.7%
高于十年平均值

辜严倬云声明指责

台当局诬陷栽赃横夺资产

在香港元朗大棠郊野公园
的枫香林，每逢入冬后渐渐红
起来，是本地最热门的观赏红
叶景点之一。

图为 12 月 25 日，香港市
民和游客前往大棠赏枫。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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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12月24日电（记者张泉） 记者从港珠澳大桥管
理局了解到，在港珠澳大桥建造期间，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首
创外海深插超大直径钢圆筒快速筑岛技术，创造了221天完成两
岛筑岛的世界工程记录，缩短工期超过2年，并实现了绿色施工。

据介绍，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设置 2个 10万平方米的桥隧
转换人工岛，离岸近30公里，软土层厚30—50米，地处国家级
白海豚保护核心区。按照传统围堤筑岛工艺，两个人工岛需3年
时间才可成岛，且将对海域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

通过一系列开创性技术创新，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实现了外
海人工岛及岛内深基坑的有效止水，形成了外海大型钢圆筒快速
筑岛施工成套技术，并为后续岛上外海深基坑工程、结构基础工
程等创造了有利条件，实现了当年开工、当年成岛的建设奇迹。

港珠澳大桥是一座跨海大桥，连接香港大屿山、澳门半岛
和广东省珠海市，全长55公里，其中海底隧道6.7公里，是中国
乃至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标准最高、最具挑战性的跨海桥梁工
程，被誉为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

2009 年 12 月 15 日，港珠澳大桥主体建造工程开工建设；
2017年7月7日，港珠澳大桥实现了主体工程全线贯通。

港珠澳大桥创造外海筑岛“中国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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