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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空气污染等难题正越来越频繁地影
响台湾民众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也把矛盾的焦
点再次指向了台当局的能源政策。舆论指出，
当局以政治挂帅、缺乏专业的政策正让台湾陷
入能源困境，其仓促推动的绿色能源转型也面
临着巨大风险。

5 日傍晚，台北市包括台行政主管机构所
在地区域发生了一起因线路跳脱停电事件，
1600多户受到影响，虽然规模不大，但还是勾
起了人们对去年台湾“8·15”大面积停电以及
用电紧张的记忆。

台湾供电系统以备转容量 （即当天实际可
调度的发电量扣除使用后剩下的余量） 作为电
力盈缺指标，每日备转容量率维持在7.2％的水
平可大致应付供电危机。而去年台湾电力供应
连续多日备转容量率仅为 3％—4％，最低时仅
为1.72％，多日持续亮起“限电警戒”的红灯。

与此同时，连续严重的空气污染也愈发引
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尽管空气污染问题成因复杂，包括交通和
逸散污染、工厂污染等，但燃煤量庞大的发电
厂则被民间视为最大污染源。民众认为，台湾

当局一方面高呼“非核家园”并大砍核电，一
方面靠提高燃煤电厂的运转率以支持电力需
求，这导致空污加重，形成恶性循环。

“非核家园”被称做民进党的“神主牌”，
民进党2016年上台后不久就在台立法机构通过
相关法案规定，全面优惠绿电发展，电商的发
电配比必须符合能源政策目标 （天然气 50％、
燃煤 30％、再生能源 20％），同时在 2025 年前
彻底关停核电。

目前岛内的核一、核二、核三等三个电厂
最高时只有一半机组在运行，而耗资2800多亿
元 （新台币，下同） 兴建的核四厂还未运作就
被封存。

根据台湾电力公司的统计，2016年，台电
公司火力发电占比约 79.9％，核能 13.5％，再
生能源 5.1％，水力发电仅 1.5％。这意味，台
湾要在短时间内由绿色能源填补约 14％的发电
总量缺口，这种“大跃进”式的发展被专业人
士认为是不可行的。

台当局在2017年制定前瞻计划，其中预算
投入 243亿元发展绿色能源建设，银行提供 1.2
兆元融资民间开发商，并吸引全球绿能大厂来

台投资。但业界和舆论批评，当局推动绿能粗
糙急切，如此不惜巨资投入高风险的绿能建
设，如不能及时填补贸然淘汰的核电，不但可
能造成供电危机，投资失利更可能造成金融体
系不安。

“民进党当局高喊 2025‘非核家园’，但至
今仍看不到绿能弥补供电缺口的可能性，唯一
选择只有扩充火力发电机组。”台湾竞争力论坛
理事李允杰日前在一次研讨会上批评，“民进党
以反核‘神主牌’的意识形态治理，如今让老
百姓尝尽空污苦果。”

台湾 《联合报》 指出，台湾的霾害与不当
的能源政策有莫大关系，台当局不愿真诚面对
非核必然衍生的后果，例如电价大幅提高、再
生能源缓不济急、燃煤发电大幅增加碳排放等。

此外，据台经济主管部门的官员介绍，仅
核一、核二、核三三座电厂的拆除费用保守估
计需要4000亿元以上。而被封存的核四是每年
继续花大钱封存，或转型为燃气或综合型电
厂，还是整厂或分拆出售，台当局毫无计划。
媒体指出，这些巨额账单最后只会转嫁给民
众。 （据新华社台北1月7日电）

“非核家园”成魔咒 转型瓶颈难突破

台湾能源政策左支右绌
新华社记者 喻 菲 李 凯

本报台北电（记者柴逸扉） 近日，在中华两岸
经贸投资文化教育协会的邀请下，由多名全国政协
委员组成的参访团赴台交流，并与众多台湾学者、
企业界人士、农民、律师、学生等各行各业的人士
举行座谈，分享两岸交流经验。

中华两岸经贸投资文化教育协会荣誉会长张京
育表示，自己长年研究关注大陆情势，历经两岸关
系各种情况，但总是抱持着乐观心情，希望两岸各
种民间单位加强交流，以促进两岸关系发展。此次
也有台湾中南部人士一起参与座谈，希望双方共同
努力，让人民过更好日子。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恒丰集团董事长黄紫玉讲
述了自己在香港从事两岸经贸 40 年的经历，她表
示，两岸交流如今有着雄厚的民意基础，这扇大门
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关上。

全国政协委员、港澳台侨委员会委员陈寒枫
说，此行主要是希望了解台湾“青年一代、基层一
线”对两岸关系的意见。他详细介绍 2017年以来大
陆方面推出的二十多项对台胞的便利措施，包括使
用卡式台胞证在搭乘飞机、高铁时购票取票的便
利。他表示，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逐步为台湾同
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
同等的待遇，因此大陆方面将制订相关措施，希望
能加强两岸交流。

由陈寒枫率领的全国政协委员联谊会赴台交流
参访团一共有7名政协委员，另6人为北大法学院教
授饶戈平、黄紫玉、民革中央常委李霭君、辉瑞投
资公司总监冯丹龙、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曾智
明、澳门濠江中学校长尤端阳。

台湾 《天下》 杂志近日公布的调查数据显
示，受访者的“台湾人认同度”创下近 5 年来
新低；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
受访者则有34.1%，创下历年来新高，其中，20
到29岁年轻世代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率
也在提高。

曾几何时，在民进党的刻意操作之下，岛
内年轻世代是所谓“天然独”之说甚嚣尘上，
如今所谓的“天然独”归于原形，民进党机关
算尽“惨遭打脸”。

“天然独”是伪命题

20多年前，认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在
岛内是天经地义的事。李登辉上台后，开始以

“本土意识”为名，从教育、文化等方面突出
“台湾人意识”，强调“台湾主体性”，不少台湾
人的身份与国家认同开始出现错乱。

随后民进党执政，又变本加厉，“反中”
“丑中”“仇中”，割裂“台湾人”与“中国人”
认同，通过施行“去中国化”教育，对台湾青
年进行洗脑。

两岸年轻人自小成长的环境不同，在一些
问题上本就存在差异，难免产生隔阂。加上民
进党政治和文化上的刻意操作引导，自2014年
所谓的“太阳花学运”以来，“天然独”一词被

“成功”用来定义台湾青年，频繁的灌输，似乎
在两者之间直接画上了等号。

但所谓“天然独”，在“天然穷”面前一下
子就破功了。

《天下》杂志的同一调查指出，在台湾前景和
经济表现方面，认为“悲观大于乐观”者多达

71.6%，有59.2%的人对于台湾未来直接感到悲观。
有人说，台湾社会如今已经是老年人“不

敢花”，青年人“没钱花”，许多青年要找出
路，去大陆发展，跳出偏颇认知的“井底”，从
实际中接触了解大陆，自然认同“我是中国
人”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反“独”促统是清流

去年 3 月 12 日成立的台湾民生党是一个非
常年轻的政党，正是看到蔡英文执政让人民生
活陷入困境，年轻人没有出路，所以喊出“世
代交替、拯救经济——全台青年召集令”口
号，招募相同理念者与年轻人入党，力拼 2018
年全台基层村里长选举。

不仅如此，民生党还将于近期举行拍卖
会，以拍卖几十件珍贵文物所得，成立“国家
统一基金会”，展现“坚持‘九二共识’、完成
国家统一”的决心。

与“天然独”被“台独”势力绑架，成为
政客们用来抗衡大陆的工具不同，台湾有不少
青年绝不人云亦云，而是自发性地申明自己的
政治主张，成为一股反“独”促统的清流。

去年，由当地青年和大学生构成的社团
“延平薪火社”在台南成立。社团不定期举办讲
座和交流座谈，支持岛内青年人客观、正确地
认识大陆和两岸关系，协助台青“登陆”探
索，也鼓励他们勇于西进创业发展。

台南在地青年王佩津，透过微博意外获得
许多不同以往的大陆资讯。她随后加入直播行
列，希望建立更多的网络资讯平台，让更多台
湾人逃开“台独”魔爪，接受正确的两岸讯

息。她说，“我不懂政治，我只知道，我是一个
踏踏实实的中国人。”

重建中国人身份认同

但支持统一的年轻人，还是感受到了民进
党当局制造的恐怖气氛。近日，台湾新党发言
人王炳忠等 4 人在家里遭当局调查部门搜检，
称他们涉嫌违反台“安全法”，要求配合调查。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被媒体痛批为迫害异己的
绿色恐怖、民主污点。

对新党青年军的打压跟“去中国化”种种
动作，可谓一体两面，都是典型的政治操作。
在导向上目的只有一个，只允许“天然独”，不
允许“天然统”，否则就妖魔化你。

由此我们很容易看清楚，“天然独”是个伪
命题。人是教育的产物，一生下来就是“天然
独”的人根本不存在。所谓“天然独”的台湾
青年人，何尝不是被“台独”势力种种操作

“熏陶”出来的？
台湾 《中国时报》 日前发表社论感慨，曾

几何时，台湾从亚洲最闪亮的经济新星、令人
称羡的“制度典范”，陷入今天“忙、茫、盲”
的困境。面对今日的困果，要找出昔日的困
因，才能打破危境再建新局。

社论认为，本是相容和融、可结合为一的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因政治人物的蓄意操
弄，异化裂化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甚至让

“台湾人”与“中国人”成为对立仇视的身份符
号，背祖忘宗，正是沉沦之始。而要让台湾走
回复兴的正道，就必须复建“台湾人就是中国
人”的身份认同。

民进党操作“天然独”遭打脸
本报记者 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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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电 （记者柴逸扉） 近日，来
自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的 37名小朋友与台北
民族、民生、敦化三所公立小学的伙伴们一
起，在台湾平溪燃放天灯，并在天灯燃放前
写下“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等祝福语，
表达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美好期盼。

本次燃放天灯的小朋友皆为第十五届
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活动 （台北
段） 的参与者，在台期间他们一起参与数
学、体育、书画等课程活动，并参访野柳
地质公园、九族文化村、日月潭、台北故
宫博物院等地，体验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生
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承。

海峡两岸和平小天使互访交流活动由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与台湾企划人协
会等共同组织举办，自 1992年启动以来 25
年间已举办 15届，实质参与的两岸小朋友
超过 2000名，是两岸青少年交流中持续时
间最长、年龄层最低、交流人数最多的品
牌活动。台湾小朋友来自各县市，但以台
北市为主；大陆有包括新疆、西藏在内的
十多个省、自治区、市的小朋友参与，后
改以学校、少年宫为单位开展交流。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从小培养起来的感情，建立的“纯天
然”友谊，有助于两岸民众真正走到一起。他
透露，参加过小天使交流的两岸学生，许多
结下深厚友谊。当年参加过交流的学生，有
的长大后义务参与本活动的接待工作，甚至
还有人结婚生子后又让自己的孩子再参加。

两岸和平小天使燃放天灯祝福明天两岸和平小天使燃放天灯祝福明天

本报香港1月 7日电 （记者陈
然） 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今天
公布统计数字，截至2017年底，在香
港注册的本地公司总数达 1383946
家，较2016年底增加42723家。

去年新成立的本地公司总数为

160229 家，其中通过“注册易”网站
注册成立的新公司有51002家。去年
在香港设立营业地点并根据《公司条
例》注册的非香港公司共有1028家，
截至 2017 年底，注册的非香港公司
总数为10434家，同比增长4.5%。

香港本地注册公司逾138万家

图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在天灯上写下“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的祝福语。 李俞柔摄

1 月 6 日，第二期同济大学-紫荆谷创新创业研习营在同济大学启动。
本届研习营吸引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高校的70余名学子参加。图为参
加研习营的学生在工作坊活动中讨论小组项目。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两岸及港澳学子共话创新创业

新华社澳门电（记者郭鑫） 澳
门特区政府日前公布 《澳门中长期
人才培养计划——五年行动方案》

（简称“行动方案”），为澳门中长
期人才培养工作提供行动指南。根
据行动方案，澳门将打造成为中葡
双语人才培养基地。

澳门特区政府人才发展委员会
此前收集了委员及专责部门在人才
规划评估、人才培养、人才回流三
方面的意见，并委托研究机构作进
一步梳理分析，确立了行动方案初
步内容。

在此基础上，人才发展委员会
向涉及的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进行
咨询，完成了行动方案的最终文
本。

配合澳门特区的整体发展规
划，行动方案明确了特区政府中
长 期 人 才 培 养 方 向 。 根 据 方 案 ，
澳门中长期人才培养目标包括重
点 领 域 紧 缺 人 才 ， 产 业 多 元 人
才，金融保险、中葡双语和海洋
经济人才，精英、专业和应用人

才，回流人才，科技创新人才以
及竞赛型人才等。

依据人才培养目标，行动方案
内容细分为19项发展策略、45项措
施和项目，由人才发展委员会和相
关机构、部门负责执行。具体措施
包括构建和优化人才数据库；推动
金融保险、中葡双语、海洋经济和
创新型人才培育；继续推动产学
研，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培养机
制；增设奖学金制度；优化海外人
才回澳发展的政策环境等。

根据行动方案，澳门在已完成
的零售业、酒店业、会展业等人才
需求调研基础上，将研究其他与澳
门加快发展“一个中心、一个平
台”相关联的行业人才需求，并适
时公布重点领域紧缺人才资料。

行动方案明确，将澳门打造成
为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通过落
实“澳门高等院校中葡人才培训及
教研合作专项资助计划”，推动澳门
院校的葡语教育并加强其对外交
流，以利于培养中葡双语人才。

打造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

澳门公布中长期人才培养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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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警队 1 月 6
日在警察总部举办冬季“警察招募
日”，招募见习督察、警员及辅警警
员。此次招募日共收到 2304 份申
请，平均 40 名投考人竞争一个见习
督察职位，人数为历届冬季“警察招
募日”第二高。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公布的
资料，此次招募日的投考人士包括香
港本地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海外回流
的毕业生、在职人士及非华裔人士。
根据以往3个财政年度的投考及招募
人数，平均 40 名投考人竞争一个见
习督察职位，以及约 10 名投考人竞

争一个警员职位。
据了解，招募日为有志投考见习

督察、警员及辅警警员的人士提供一
站式服务，以缩短遴选程序的所需时
间。获录取的考生最快可于3月进入
香港警察学院受训。

为增加投考人士对警队专业培训
的认识，香港警察学院人员在招募现
场还设置了展板，介绍见习督察及警
员的基础训练，以及其相关的资历架
构，并当场解答考生的问题。

截至 2017年 10月 31日，香港警
队共拥有29880名纪律人员及4556名
文职人员。

香港警队举行“警察招募日”
逾2000人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