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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台办 4 月 11 日上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
会。发言人马晓光就美国欲打“台湾牌”、“台独”

“港独”相互勾连等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
提问。

打“台湾牌”的企图都是徒劳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
事处新址今年6月落成的时候，新任白宫国安顾问
博尔顿可能会访台，另外美国国务院公告所谓台湾
的潜舰“国造”的营销核准证，台湾当局称美国此
举将有助于区域安全稳定，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
论？

马晓光回应称，我们坚决反对美台之间进行任
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坚决反对美国以任
何借口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应该恪守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任何打“台湾
牌”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马晓光说，外部势力打“台湾牌”，损害的是
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但玩
过了头也会伤及他们的自身利益。台湾问题事关中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牵动着 13 亿中国人民的民族
感情，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不会有
丝毫含糊。同时，我们再一次正告台湾当局，挟洋
自重，必将引火烧身。

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为了因应大陆与美贸
易摩擦，台当局将管制从大陆进口钢品，以厘清所
谓的“含中成份”用来争取台湾地区输美钢品的关
税豁免。今后台湾有关的厂商要取得输运许可才能
从大陆进口五大类钢品，请问发言人对此事有何评
价？

马晓光回应称，反对任何企图限缩两岸经济合

作、牺牲两岸同胞共同利益行为。两岸经济合作互
利双赢，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贸易
顺差来源地，正在继续推动形成全新开放的格局，
以高水平开放来推动高质量的发展，这将为广大台
湾企业和台湾同胞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为两岸经济
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
所以，任何人想阻挡两岸经济合作的步伐，都是做
不到的。

“台独”“港独”勾连不可能得逞

有香港记者问：日前“台独”组织在台北举办
论坛，多个海外反华及“港独”的组织代表都参加
了这个论坛，其中香港学者戴耀廷在会上也是公然
鼓吹“港独”言论，这引起香港各界舆论强烈谴
责。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马晓光应询称，香港和台湾都是中国的领土，
“台独”“港独”等分裂势力相勾连，公然鼓吹“独
立建国”，妄图危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损害民
族利益，损害港台两地民众的利益，这是不得人心
的，也注定不可能得逞。

针对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一再公然发表
“台独”言论，马晓光在答问中称，狂妄挑战两岸关系
现状，严重挑衅两岸主流民意，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危害两岸同胞特别是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性质非
常严重，影响极其恶劣。赖的“台独”言论以及任何对
这种言论的支持和纵容，都是十分危险的。

马晓光强调，“台独”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
违逆中华儿女的意志，也严重损害两岸同胞的利
益，是不自量力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搞“台
独”分裂只能给台湾同胞带来灾难。

日前“喜乐岛”联盟在台湾高雄成立，欲搞

“独立公投”。马晓光说，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
任何以“公投”“正名”的方式搞“台独”的分裂
图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他们胆敢铤而走险，
只会给台湾带来“苦厄”而不是什么“喜乐”。

阻挠赴陆应聘是扼杀台青机遇

针对台湾陆委会声称台湾民众到中国银行任职
涉嫌所谓“违法”，马晓光回答说，中国银行招聘
在大陆就读的台湾应届毕业生，为他们提供工作机
会，受到了广大台生的普遍欢迎。台湾当局却对此
无限上纲，大肆恐吓，横加阻挠。殊不知，他们扼
杀的是台湾青年实现自身发展的机遇，损害的是台
湾青年的权益。

马晓光在谈及将满 25 周年的“汪辜会谈”时
说，“汪辜会谈”及其后两岸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
表明，要保持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正确方向和良
好势头，关键是巩固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
识”的共同政治基础。

马晓光说，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坚定地维
护“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正确方向，就是对“汪辜会谈”的最好纪念。

马晓光在应询介绍各地各部门落实“31条惠及
台胞措施”最新进展时说，有关部门正积极研究将
台湾同胞纳入文化领域奖项评选范围的具体实施办
法。福建、江苏、山东等省正开展台湾同胞参评当
地劳动模范工作。浙江温州已为台企台胞落实同等
待遇 24 条。福建省厦门市颁布出台 《关于进一步
深化厦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推
出 60条具体措施。这 60条措施中有关“31条惠及
台胞措施”的内容已完全在厦门落地。

（本报北京4月11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大陆毫不含糊
本报记者 张 盼

相信中国有能力处理好贸易摩擦

记者：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
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主旨演讲，哪些部
分让您印象深刻？

梁维特：习主席强调中国将继续坚持对
外开放，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对
全球都非常重要，这次论坛上习主席宣布
了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获得了在场来宾热
烈响应。同时，习主席对美方的目前单边主
义行动表达了立场，底线非常清晰。世界有
识之士都意识到，中国发展对全世界有益，
全世界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共同努
力。

记者：如何理解习主席提出的扩大对外
开放四大举措？

梁维特：措施中强调保护知识产权，这
是很重要的做法。因为我们国家经济进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创新发明技术涌
现，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因此，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不仅有利于完善中国知识产权
保护制度，也让全世界更加安心。另外，习
主席强调将尽快让这些对外开放重大举措落
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不仅提出了
愿景、拿出了切实行动，更体现了中国的道
路自信。

记者：如何看待西方逆全球化、单边主
义升温的情况？

梁维特：国际社会对此已经表达了鲜明

立场，要通过对话、通过国际组织来处理贸
易争端。我相信，中国有能力、有智慧处理
中美贸易摩擦。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通过创新驱动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
济结构已从出口型向内需型转变，经济韧性
增强，应对经贸摩擦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澳门要做“精准联系人”

记者：大湾区建设涉及到一个国家、两
种制度、三个关税区，是一国两制下前所未
有的区域合作实践。为实现区域有效融合，
澳门将怎么做？

梁维特：需要考虑清楚，当“澳门+大
湾区”出现时，对其它地区如“一带一路”
国家、葡语系国家、泛珠三角地区等会产生
什么积极作用。澳门要做“精准联络人”，
要通过深入调研，理解自身和合作伙伴的长
处和短板，才能找到最合适的合作形式。

具体如何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我
有4点看法。一是要发挥澳门的归侨侨胞优
势，助力大湾区“走出去，引进来”，澳门
将会发展融资租赁，为中葡企业提供资金结
算服务和贸易融资等金融服务，结合葡语国
家和“一带一路”国家需求，探索澳门发展
路径。

二是发挥澳门休闲旅游优势，与大湾区
共同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澳门将发挥旅游
管理和培训资源优势，与大湾区城市加强旅
游和资源教育的合作，共同提升资源旅游服

务水平。
三是与深化与欧盟关系。加强与欧盟在

大湾区中医药科技、人才培养和健康服务方
面合作，推动中医药国际化和标准化，推动
大湾区优质企业、产品开拓“一带一路”国
家市场；就传统医药产品的医药制度开展专
家层面的信息交流。

四是促进大湾区与“一带一路”国家和
地区特别是葡语国家合作。

记者：“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深入实
施。澳门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参与其中？

梁维特：对接“一带一路”葡语系国
家，澳门能够发挥很大作用。以往，中欧经
贸交流重要脉络为“内地——香港——英国
——欧盟”。葡萄牙在国际机构中的角色与
澳门有相似之处，英国脱欧之后，有无可能
开拓“内地——澳门——葡萄牙——欧盟”
线路。此前，澳门已经推动粤澳青年创业家
到葡萄牙双创基地探访，实际上也是一种探
路。

融入国家发展共享荣光

记者：如何推动澳门经济结构适度多
元？

梁维特：经济结构多元化，其实已经是
一条不会回头的路，特区政府、企业、市民
等都理解到，单一产业对澳门经济发展没有
好处，要增加经济长期稳定性、更好应变不
确定性，就要做好经济多元，这是共识。

这几年，澳门综合旅游业中非博彩比例
已经不断增加，来澳游客的消费门类越来越
丰富。2017年，以购物为目的来澳门游客已
经远超过以博彩为目的来澳门的游客。

另外，我们正在开展特区金融。利用
“一国两制”制度优势、资金自由港优势、
融资成本低于内地的优势，邀请更多参与到

“一带一路”公司来澳门开展融资租赁。将
来，特区金融将不仅有利于澳门拓宽投资渠
道，增加市民投资的多样性，同样也能更好
服务整个国家发展大局。

记者：去年，商务部与澳门特区政府签
署了 《CEPA 投资协议》 和 《CEPA 经济技
术合作协议》，标志着内地与澳门的经贸合
作与交流迈上新台阶。澳门如何利用好政策
红利，扩大与内地经贸合作？

梁维特：签署这两个协议，我们非常感
恩。它促使澳门制造的产品在符合有关规定
情况下，能够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这也为
当前大湾区建设奠定了很好合作基础。广东
与澳门此前在经贸合作已经先行，澳门已经
与广东协商设立 200亿元的粤澳合作发展基
金，参与投资广东基础设施建设，让澳门市
民参与到国家发展中，并有获得感。

澳门在爱国、爱澳方面有很好的基础。
我们希望在科技创新、技术转型等发展中，
让澳门年轻人更多地参与其中。澳门参与区
域合作的最终目的，要符合国家所需、澳门
所长，要让青年人参与到国家发展中，共享
国家发展荣光。

本报台北4月10日电（记者吴亚明、孙立极）“反殖民与台湾
光复——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展”10日下午在台北市的永吉中
学开幕。展览以珍贵丰富的史料图文，展示了1895年至1945年日
本殖民统治的50年间台湾人民自武装抗日至寻找祖国、参加抗日
战争投身民族统一运动的历程。

本次展览由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中华基金会、台北市永
吉中学主办，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辜金良文化基金会协办。

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主席、策展人蓝博洲表示，今天的活
动已是“反殖民与台湾光复”图文展在两岸巡回展出的第22站，未来
将持续在台湾各地与学校巡回推广，让岛内社会大众知道前辈反对
殖民与抗日的历史，“理解了过去，才能知道未来的方向”。

台北市永吉中学校长赖宏铨表示，今天这样的展览走进校园，
可以弥补课堂上、课本中历史教育的不足，让学生对台湾过往的这
段特殊历史有一个系统的了解，从而启发他们深入观察与思考。

永吉中学学生邱复景表示，展览让她对这段历史有了更理性
的认识，对抗日先贤也多了崇敬之情。

永吉中学部分师生、台湾抗日家属协进会会长林光辉、日据
时期台湾抗日志士后人李素慧等出席开幕式。

海峡论坛将于6月在福建举办
本报北京4月11日电（记者张盼）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1日

上午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第十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上旬在
福建举办，这是十九大之后首次举办的两岸大规模的交流活动。
两岸主办单位已经开始了筹备工作。

据马晓光介绍，今年的论坛将于4月中旬开放网络报名。报名的
具体时间和有关详情可关注海峡论坛官网。他说，海峡论坛从创办
以来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迎来了回顾总结、面向未来的重要节点。
十年来，该平台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
泛性”的定位，充分发挥扩大和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弘扬中华文化、
助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作用。

在新形势下，本届论坛将继续紧紧围绕“扩大民间交流、深
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开展内容更加多元、形式更加丰富、参与
更加广泛的交流活动，凝聚两岸同胞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共
同民意基础。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图文展台北举办

浙商银行香港分行开业
本报香港4月10日电（记者陈然） 浙商银行香港分行10日上

午在香港中环开业。这是浙商银行第一家境外分行，标志着其国
际化战略布局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浙商银行董事长沈仁康在开业推荐会上致辞表示，浙商银行
进驻香港，既是服务特区经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也是自身推进国际化布局、提升全
球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的首要选择。

浙商银行香港分行行长陈铁军向记者介绍说，香港分行将立足
本地，按照先公司银行业务，后私人银行业务；先商业银行业务，后
资本市场业务；先成熟、主流产品，后特色、创新产品的发展路径，分
阶段“三步走”，用3至5年时间为客户提供全面、深入的金融服务。

据介绍，浙商银行成立于2004年，是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
银行之一。2017年12月19日，浙商银行获香港金融管理局授予银
行牌照，成为第6家在港获得分行经营牌照的股份制行。

立足澳门优势 服务国家发展
——访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叶 子

立足澳门优势 服务国家发展
——访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叶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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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四川省眉山市
岷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热
带水果种植基地，从台湾引
进种植的“果桑之王”——
四季长果桑目前成功挂果。
这种台湾超长果桑可实现四
季均可挂果，其果长 12 至
18厘米，最大单果达20克。

图为农业技术人员带客
户查看即将进入采摘期的台
湾四季长果桑葚。

姚永亮摄 （人民视觉）

台湾“果桑之王”
落地四川眉山

本报澳门 4月 11 日
电 （记 者苏宁） 11 日 ，
澳门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自
主研发的小型服务机器人

“ 小 马 哥 1 号 ” 正 式 发
布，同时澳门旅游局与安
信通 （澳门） 有限公司共
同发起的“智慧旅游机器
人项目”举行签约仪式。

澳门旅游局局长文绮
华表示，安信通公司是有
澳门科大背景的高科技企
业，经澳门科技发展基金
推荐，与澳门旅游局进行
多轮洽谈后达成这次合
作。这是一次很好的官产
学研合作，体现了特区政
府在本地高校以及企业的
多年科研投入。同时，这
次合作也符合澳门特区政
府着力经济适度多元的工
作方向。

安信通创始人、行
政总裁韩子天博士介绍
说，“小马哥 1 号”是在
去年 8 月发布的“天机 1
号”大型服务机器人的
基础上，进行了小型化
的成本优化，应用场景
更 多 元 、 服 务 更 贴 心 ，
主要针对智慧旅游及家
居护老等用途。

根据合作协议，安信
通将无偿提供 37 台“天
机 1 号 ” 及 “ 小 马 哥 1
号”机器人，主要用于旅

游咨询、旅游宣传等方面。比如在旅客
询问处的机器人将以语音互动的方式，
结合传统客户服务，及时回应旅客问
询。预计这些机器人将在今年下半年正
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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