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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横琴”新机遇来了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新华社香港4月8日电（记者周
雪婷） 允许在内地生活港人缴纳住
房公积金、增加香港学生在内地读
书奖学金、扩展香港居民在内地医
疗计划……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
长张建宗8日发表网志，介绍了一系
列国家及特区政府为便利香港居民
在内地生活推出的措施，指出港人
在内地的生活正变得越来越便利。

张建宗表示，随着香港与内地
的联系日趋密切，越来越多的港人
到内地工作、求学、旅游、探亲等。

香港住房条件紧张，不少港人
因此到内地寻找发展机遇。张建宗
说，新政策已允许在内地就业的港
澳人士，按照相关政策规定缴存住
房公积金，并让他们在缴存基数、
缴存比例、办理流程，以及提取个
人住房公积金、申请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等方面，可享有与内地
居民同等的待遇。若港人离开内地
回港定居，也可提取住房公积金账
户的余额。

张建宗说，在养老方面，由于
部分长者选择到内地养老，特区政
府在 2013 年推出了“生果金广东计
划”，让65岁或以上、选择移居广东
的合资格长者，无须每年回港居住
60 天以上，也可领取高龄津贴，现
在惠及约16000名长者。参考“广东
计划”的成功经验，特区政府在本
月 1 日推出了“福建计划”，让选择
移居福建的合资格长者能同样受惠
于高龄津贴。

在教育方面，张建宗表示，特区政府继 2014 年推出
“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后，计划于 2017 至 2018 学年起
新增“免入息审查资助”，合资格的学生每年可获5000港元
的定额资助。本年度受惠于资助计划的学生共约3000名。

不仅如此，为进一步保障港澳学生的权益，内地有关
部门也已要求各高校为港澳毕业生发放就业协议书，签发
就业报到证，方便港澳学生在内地求职就业。

在医疗方面，特区政府于 2015年推出香港大学深圳医
院长者医疗券试点计划，让合资格的香港长者使用医疗券
支付该医院指定的门诊医疗护理服务的费用。张建宗表
示，特区政府会密切留意试点计划的推行情况，根据所得
经验，探讨在内地扩展长者医疗券计划的可行性。

张建宗说，特区政府一直努力跟进国家为便利港人在
内地学习、就业、生活而推出的措施，以助港人把握国家
发展机遇。与此同时，特区政府也本着政策创新的理念，
推行惠民政策，便利在内地的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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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台北4月9日电（记者贾钊、陈键兴） 服务业
对台湾经济贡献突出，但受内需萎缩影响愈加显著。台湾
1111 人力银行 9 日在此间公布的调查显示，关于服务业面
临的挑战，有 35.4％的企业选择“成本增加”，有 26.9％选
择“人才外流”、23.3％选择“市场狭小”。

1111人力银行副总经理何启圣表示，据台湾商业总会
的相关报告，服务业内需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1年
68.78％的高峰降到 2016年的 63.1％，内需成长萎缩不利于
服务业发展动能，加上成本增加和人力等因素，企业经营
未来恐面临更严峻挑战。

1111人力银行针对服务业企业所做调查发现，有七成四受
访企业近3个月有征才需求，其中最主要原因是填补流失人力。

何启圣还表示，大陆出台31条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的新措施，其中相关内容对台湾服务业企业和人才非常有
吸引力。最理想的方式是让台湾企业在根留岛内的情况下，
又能够借由大陆市场扩大发展。大陆落实相关措施能使台湾
企业更好拓展业务，也会给台湾年轻人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近日发布
的最新零售数据显示，今年 2 月，
香港零售业总销售额的临时估计值
为 452 亿元 （港币，下同），同比
上升 29.8%。这也是自 2010 年 2 月
以来的最大升幅；今年头两个月的
合 计 零 售 额 临 时 估 计 同 比 上 升
15.7%。继去年结束 3 年低谷期、
出现回升之后，2018 年香港零售
业在一片上扬声中开局，“购物天
堂”重现活力。

在具体类别上，内地游客最喜
欢购买的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
物的销售额在今年头两个月增幅最
大，达 21.0%；其次为服装，上升
19.5%；此外，药物及化妆品，食
品、酒精饮品及烟草，百货公司货
品等商品的销售额也都有不同幅度
的增长。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称，受惠
于当地良好的就业和收入情况，以
及访港游客的进一步增长，香港今
年头两个月的零售额增长明显转
强，获得两位数的增长率。展望未
来，零售业短期前景保持乐观态势。

这是香港零售业久违的成长。
从 2014 年 开 始 ， 这 个 “ 购 物 天
堂”受到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零售业绩从峰值直线下
滑。一些奢侈品牌不得不在香港门
店以最低五折的优惠促销货品，有

的品牌还一度消减店铺面积，以减
少成本、维持运营。

但随着访港旅游人数、特别是
内地游客的访港次数提升，香港零
售业也逐渐走出寒冬。在零售业慢
慢复苏的 2017 年，全年访港游客
数 一 改 2015、 2016 年 的 下 降 趋
势，增加了 3.2%，其中内地游客
增幅为3.9%。

今年春节期间，游客对零售消
费的拉动更加明显。香港特区政府
入境处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内地春
节7天长假中，内地访港旅客超过
106万人次，在游客总数中占比超
过八成，同比增幅为 14.5%。香港
化妆品零售集团莎莎国际表示，今
年春节假期间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15.5%，主要得益于内地访港游客
的增长和本地市民消费的增加。

对于今年头两个月香港零售数
字升幅显著的情形，上海商业银行
研究部主管林俊泓认为，这与香港
市民消费信心增强有很大的关系。
去年下半年香港楼市、股市同步向
好，为当地零售业发展提供支持。

在金融方面，近期美元汇率持
续走低，人民币继续走强，在联系
汇率制度下，港币兑人民币的汇价
也在下行。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副
教授巫伯雄指出，港元汇率持续走
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内地游客

的来港消费欲望，进而带动香港零
售业表现，“香港货品变便宜了，
这成为近期其中一个吸引内地旅客
的重要因素。”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表示，会员
公司预期今年第一季度，香港零售
业总销售额可达到接近两位数的增
长。随着今后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
港珠澳大桥相继通车，深圳与香港
的第六个跨境口岸——莲塘香园围
口岸的开通，内地访港游客数量预
期将进一步增加。同时，港元伴随

美元兑主要货币汇率的下跌、香港
内部良好的就业和收入情况，也将
为当地的持续消费带来支持。

针对香港零售业持续上扬的趋
势，除了各类品牌及商店作出新的
布局和调整，内地的移动支付公司
也在抓紧抢占香港市场。如今，微
信和支付宝都推出香港版的软件，
并与餐厅、百货、服装店、出租车
行、地铁公司深度合作，推广移动
支付，方便内地游客和香港市民的
消费活动。

早期的台湾，当局全力推行语文教育，创办“国
语日报”，以注音符号为工具，有效地促进学习中国语
文的效率。70年后全台湾的中国语文程度，保持了不
错的水平。

过去台湾曾在东南亚各地，协助推动华语教育。
马来西亚的众多华文学校，无论是师资的训练、教材
设计等方面，台湾的参与与影响力不小，很多当地的
华语教师在台湾受过教育。可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东南亚各国的华文学校，一律采用“汉语拼音”，教简
体字，教材的设计与台湾无关。

因为中国大陆崛起，全球兴起了“汉语热”，除中国外，
全世界认真学习中国语文的人数，数年前就已超过了一
亿。大多数学习中文的学生，学的是汉语拼音和简体字。

大陆的孔子学院，成立于 2004年，在海外的发展非
常迅速。据统计，截至去年底，全球146个国家或地区，已
成立了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急需大量师
资。近来也传出，孔子学院聘请台湾资深华语教师赴海
外教学，据说待遇和条件都比在台湾教书优厚得多。

台湾语文教师需要调整的只有熟悉汉语拼音与简
体字，不是太大的障碍。台湾少子化严重，入学儿童
年年减少，教师有过剩的现象。他们的薪资与台湾其
他军公教人员一样，长年停滞不增加。台当局通过了

“年金改革”法案，今后教师的退休俸，至少会减少
20%以上。台湾教师看不到什么前途，退休后的日子只
会比现在更苦。如果有机会出去闯练一番，总比困在
一滩死水中强得多。

民进党当局提出“新南向政策”，两年来处处碰
壁，没见什么成效。“新南向政策”的办法之一：强化
东南南亚华人的华语教育，派台湾的华语教师去东南
亚教学。不少派出去的华语老师感叹，外派之后就像

“断了线的风筝”，只有定期考核是他们与台湾唯一的
联系。而且虽然赴海外教学的待遇较高，但由于台当局行政效率的原因，津
贴支付通常无法准时付出，甚至要等到老师任满回家之后，才领得到津贴。
故此，响应“新南向政策”赴东南亚教华语的老师也为数不多。

如今台湾在海外华语教育领域的竞争力明显下
滑。民进党当局宣称要结合“新南向”政策与海外华
语教学，但是不拨出什么预算，也不投入人力，不见
实效也是必然的。

民进党当局明目张胆地推动“去中国化”，意图摧
毁、更换在台湾既有的中国文化、历史传统、风俗
等，特别是现在通行的语文。有这种意识形态的台湾
执政者，绝对不可能在推行中文上有丝毫诚意。

（作者为台湾电影导演）

香港零售总销售额创8年来最大升幅

“购物天堂”久违的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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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香港街头琳琅满目的招牌和川流不息的行人。 资料图片图为香港街头琳琅满目的招牌和川流不息的行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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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国

际七人橄榄球赛”在

香港大球场举行，引

发球迷争相前往观看

比赛。

图为球迷在比赛

现场举香港特区区旗

合影。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摄

台湾业者：惠台措施带来新商机台湾业者：惠台措施带来新商机

春日岭南花开正艳。在南海之滨
的珠海横琴岛上，与绽放的木棉花一
样火热的，是香港企业争先落户，抢
抓商机，拼搏在新时代的激情。

中国 （广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珠
海横琴新区片区近日宣布，自横琴自
贸片区 2015 年正式启动以来，港商积
极到横琴发展，香港企业落户横琴的
增速加快。目前，横琴已吸引975家港
资企业，注册资本约 1057.94 亿元，仅
2017年便增加379家。

打开大西南经济腹地之门

“横琴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中重
要的经济发动引擎，国内唯一与港澳
路桥相连的自贸片区，能够为香港提
供向西拓展、打开珠三角西翼乃至大
西南地区广阔经济腹地的平台，对香
港经济的推动作用将越发显著。”横琴
驻港经贸代表处首席代表邱达根认
为，通过金融、科技创新扶持和人才奖
励等政策优惠的引导，横琴将为香港下
一阶段的飞跃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持。

就在上月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香港特区政府代表
团到访珠海，对珠海横琴新区、港珠
澳大桥进行考察。她笑言，自己之前
还不太了解情况，误以为香港的对接
地是深圳前海，横琴则与澳门对接。

而这次考察让她了解到，横琴在短短
几年内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展现了粤
港澳三地充分、全面的合作。

就拿金融产业为例。横琴开发建
设 8 年多来，积极落实金融创新改革，
加强粤港澳经济金融的深度融合。目
前，在横琴投资的港资金融企业达107
家，注册资本逾 479 亿元，东亚银行、
创兴银行等纷纷落户横琴，香港媒体
形容这是“在蕉林绿野、农庄寥落的
岛上创出巨变”。

确实，在人们的印象中，“横琴+澳
门”是传统“老搭档”。但在粤港澳大
湾区的新格局下，“横琴+香港”是新
时代的新机遇。横琴与香港进一步的
经贸合作，将成为 2018 年乃至更久远
的未来的重要看点。促进这一转变的
直接原因，是“超级工程”港珠澳大
桥的通车在即。

“大桥经济区”抢滩登陆

港珠澳大桥通车后，横琴将是内
地唯一同时与港澳陆桥相连的自贸试
验区，届时从横琴新区驱车到香港机
场仅需时 45 分钟，不必往北绕行虎门
大桥。

“港珠澳大桥建成后，将彻底打开
横琴与港澳深度合作的想象空间，也
将彻底改变区域合作大格局。”横琴新

区管委会主任杨川说，横琴已早早开
始谋划，打造“大桥经济区”。

根 据 此 前 出 台 的 《横 琴 、 保 税
区、洪湾片区一体化改革发展实施方
案》，珠海将加快推动横琴与保税区、
十字门北片区、洪湾片区整体谋划，
一体发展，建成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资
源的聚集中心，粤港澳深度合作的重
要平台。预计明年横琴客流量将达
5000万人次。

“大桥经济区”吸引不少港资企业
“抢滩登陆”，港商期盼以此连接上广
阔的广珠西线、西部沿海等内地高速
路网，将产业辐射到珠三角西岸、泛
珠三角和广阔的大西南地区。

香港丽新集团横琴“创新方”项
目就是其中一家。“创新方”去年底在
横琴启动，集旅游、娱乐、文化创意
和教育于一体，首期占地面积约 13 万
平方米，计划总投资约50亿元。

杨川介绍，横琴正在规划建设首
期面积 60 万平方米的“珠港澳物流合
作园”，同时还在积极争取纳入新一批
国家跨境电商试点城市，为香港商贸
服务产业拓展发展空间。可以预期，
今后港企落户横琴热情会更高。

香港青年人将大有作为

“随着港珠澳大桥落成并即将启

用，香港和珠海居民的距离进一步拉
近，相信往后香港人，特别是青年人
到珠海发展将大有机遇，令香港和珠
海的合作进入新台阶。”考察完珠海横
琴新区后，林郑月娥得出如此结论。

人才是第一资源。香港青年来横
琴创业、工作、生活、落户，既能带
动横琴的发展，也给个人打开一片
天。因此，2017 年，横琴新区管委会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签署合
作意向书，推进投资建设领域专业人
士执业资格单向认可，成为全国首个
以“港澳服务专项”形式推动港澳专
业人士准入执业落地的自贸试验区。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也表示，横琴落实了不少惠及港人港
商的政策措施，如为港澳居民提供个
人所得税差额补贴，也为合资格企业
提供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相信这些
措施会促进港商到横琴发展，加强两
地交流合作。

“前几年横琴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
快，但城市生活配套设施没有跟上，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问题，正在加快城
市化的步伐。”杨川表示，2018年，整
个横琴一体化投资目标是800亿元。这
些固定投资将用于建设道路、医院、
学校、产业住房等，努力让横琴的产
业发展和城市相得益彰，不仅宜业，
而且宜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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