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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蔡英文就一连串的问题自问自答，其中一个是：
“这两年在处理两岸关系上……有没有坚持不挑衅的原则？我
相信我们做到了。”

换个场景，台湾主管大陆事务部门宣布：严审大陆人士
赴台，而且是“基于正当防卫的必要措施”。

套用台湾人爱用的句式：这不是挑衅，什么是挑衅？赴
台开会、研讨、展演、经商的大陆人士有何危险，台当局需
要“正当防卫”？如此“污名”来客，还敢说自己“做到了不
挑衅”，简直就是自打嘴巴。如果“防卫”针对“断交”而
言，那么，把大陆人士挡在门外就能固若金汤，连自己都不
相信吧？发泄情绪的报复而已，除了自打嘴巴，还泄露了狭
隘、技穷的“天机”。

“不挑衅”显然破产，但“严审”却做到了。近日，申请
赴台参加海峡百姓论坛的10多位大陆人士被拒入境。百姓论
坛每年在两岸轮流举办，今年是第十届，将于6月初在台湾新
竹开幕。台湾的筹办方向媒体透露，本届论坛不涉政治，主
题是“传承优秀族规家训，倡导良好家风建设”，将介绍历史
上知名的族规家训，如朱熹朱子家训、郑成功的郑家家训
等。参加这样的活动遭遇“严审”，除了“挑衅”，没有其他
解释。

蔡英文从选举到就职宣言一直高喊“不挑衅”，但其施政
却背道而驰。先是抛弃“九二共识”，挑衅两岸关系的政治基
础；后是放任自己任命的高官宣称是“台独”工作者，挑衅
两岸关系的底线；施政两年来一系列的动作“去中国化”，挑
衅两岸同胞的民族情感……这些她都“做到了”。“不挑衅”
成了骗术，直到今天她仍在喊“做到了”，那就是弥天笑话。

“严审”于理不通、于情不合，百姓论坛的主办者认为：
“两岸交流不是用政策压得了的，硬压只能迎来民意反弹。”
果然，台湾的旅行业者发声表达不满，在台湾观光业严重滑
坡的大背景下，“严审”大陆人士无疑
让岛内观光业雪上加霜。台观光业者
认为旅游市场要靠交流，“严审”绝对
是画地自限，只会让观光业的路越走
越窄。其实，遭殃的又何止观光业，
除了民进党的一己之私利，其他的注
定都是输家。

本报北京5月30日电 （记者
柴逸扉）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30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
出，第十届海峡论坛筹备工作已
基本就绪。台湾的有关政党代
表、县市代表和各界人士共数千
人将出席论坛活动，总体规模与
去年相当。

安峰山介绍，第十届海峡论
坛将于今年 6 月上旬在福建举办，
6月 6日在厦门举办论坛大会，各
项活动将在福建各地陆续展开，
为期一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将出席并
发表重要讲话。

安峰山说，这次论坛将是两
岸民间交流的一次盛会。论坛分
青年交流、基层交流、文化交流
和经济交流四大板块，规划了 69
场活动。活动涵盖青年创意大
赛、职工技能、社会公益、影视
交流、关心下一代、经济金融、
两岸婚姻、传统文化、社区治
理、特色庙会等各个方面。较以
往内容更加多元，形式也更加丰
富，各界的参与也会更加广泛。
台湾各界人士和基层民众对前来
参加此次论坛充满期待。

安峰山介绍，据了解，中国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将率团出席
海峡论坛。

安峰山还应询介绍了日前在
武汉举办的首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
兴研讨会的情况。他表示，本次研讨
会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省海峡两
岸交流促进会主办，以“共谋国家统
一、携手民族复兴”为主题，全国台
研会会长戴秉国出席会议并致辞，
来自两岸高校和研究机构近百名专
家学者与会。会议提出，国家统一与
民族复兴是相辅相成的，要继续坚
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台独”分裂活
动，防止外部势力损害中华民族的
整体利益；要坚定地走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道路，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
一进程；要为在民族复兴中实现统
一来积蓄力量，创造条件。

5月30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
发布会。发言人安峰山在发布会上应询表示，今年 2
月发布 31 条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措施后，
各地各部门一直在紧锣密鼓加紧推动落实，很快将
全部落实到位。其中不少措施已经产生实效，让广
大台胞台企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上海、福建、
广东、浙江、江苏等台企台胞相对聚集省市都已经
或正在陆续推出因地制宜的施行细则，加速落实惠及
台胞的政策措施，台胞台企在大陆发展的机遇会更
多、空间会更广阔。

坚持一中原则是国际普遍共识

本报记者提问，布基纳法索与台当局断绝所谓
“外交关系”后，台当局声称大陆搞“金钱外交”，并
表示大陆已挑战台湾底线，台方不会再忍让，请问发
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安峰山应询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
会的普遍共识。中布复交是布基纳法索根据自己国
家和人民的利益作出的正确选择。说大陆搞“金钱
外交”，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自欺欺人，以己之心
度人之腹。民进党当局自己究竟做了什么，不妨扪
心自问。

安峰山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维护两岸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也是民进
党当局唯一正确的选择。造成当前两岸关系政治僵局
的症结众所周知。民进党当局尽早承认“九二共识”，
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就会回到和平发展
的正确方向。

对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2019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
法案”涉及台湾一事等问题，安峰山表示，台湾问题
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我
建交国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这个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不少惠及台胞措施已显成效

在回答记者关于“31 条惠及台胞措施”落实情况
时，发言人安峰山对相关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并举例
说明。

安峰山说，在职业资格考试方面，此次向台胞
新开放的考试中，关于民用核安全设备无损检验人
员资格、民用核设施操纵人员资格、注册核安全工
程师三项职业资格考试，台胞可按现行考试办法申
请参加；关于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台胞
可报名参加今年下半年的考试；关于台胞报考出入
境检疫处理人员资格考试，海关总署将于近期公布
具体事项。对于此前已向台胞开放的职业资格考
试，如专利代理人资格、演出经纪人员资格、工程
咨询 （投资） 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等，台胞
可按现行规定继续报名参加。

在参与政府采购方面，福建省在采购领域对台资
企业无准入门槛，鼓励台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全省
采购台资企业生产的品牌汽车 1303辆、金额 1.55亿元
人民币，全省银行系统采购台资企业生产的显示器近3
万台。

在高新技术合作方面，浙江省台资企业可参与该
省“机器换人”示范项目、企业技术中心、优秀工业
新产品、新技术评定等，享受与省内其他企业同等政
策，83家浙江台资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到 15％企业所得
税政策。

在农业合作方面，贵州一家台资企业被认定为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和贵州省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该公司先后获得各级扶持资金 1600多万元
人民币。福建一家台资企业被认定为福建省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先后获得财政贷款贴息、农业综合

开发、一二三产业融合等方面的项目支持400多万元人
民币。

他表示，今后我们还将根据台胞实际需要，继续
出台更多给予台胞台企同等待遇的政策措施，不断增
进台胞利益福祉。

台当局坏台胞好事必遭反对

有记者问：中布复交后，台湾方面陆委会称，
将严格审查大陆各级政府官员及相关人士赴台，扩
大查办大陆以不同名义在台设立据点。请问对此有
何评论？安峰山回答，民进党当局不断编织各种理
由，阻挠和限制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这种做法

“是在坏台湾同胞的好事，因此必然会遭到两岸同胞
的共同反对”。

安峰山说，扩大两岸的交流合作，推进两岸关系
的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
我们一直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不断扩大和深
化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扎实推进和落实“31条
措施”，目的是为台胞台企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
为台胞台企办实事办好事。反观民进党当局，不断编
织各种理由，阻挠和限制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不断
地去设置障碍，实际上他们是在限制台湾同胞更多更
好的发展机会，损害的是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两岸
关系好，台湾同胞就能获得更多更好的利益福祉，这
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民进党当局现在这种做法实际
上是在走回头路，是在坏台湾同胞的好事，必然会遭
到两岸同胞的共同反对。

他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两岸双方在两岸关系上
的表现，谁是真正充满了自信，在修桥铺路，开放交
流；谁却内心惴惴不安，一方面在筑高墙，一方面在
修大坝，在搞“闭关锁岛”的举动，“老百姓都看得清
清楚楚”。

第十六届海峡青年论坛将于 6 月 4 日在福建
厦门举办。即将参与论坛的多名台湾代表 5月 29
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分享他们对近年来两岸青
年交流成果的认知，分析当前两岸交流面临的新
机遇，详谈将来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的愿景。

用了解化解误解

在中华两岸青年交流协会执行长曾维广看
来，太多的台湾青年没有到过大陆，只看特定媒
体的文章，所以存在深刻的误解。

对此，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秘书长郑婷文
认为，唯有通过多举办活动，不停地去推动彼此的
认知和了解。该协会举办了很多主题的两岸交流
活动，让没有去过大陆的朋友，有机会心平气和来
接触中国大陆，让他们去了还想继续再去。

海峡两岸青年交流协会执行长郑博宇，也是
北京创业公社台湾专区负责人。他介绍说，2015
年帮中国银行招台湾的实习生，60个名额，只有
120 个人来报名；到了 2016 年，经过两岸交流，
实习名额提到了80个，但是报名人数激增到1000

人。可见，西进创业就业，对岛内青年人有相当
大吸引力，他们急需合适的跳板和平台。

解决难点和痛点

曾维广表示，他和协会一直致力于台青就业
创业的辅导。台湾没有那么大的市场，就可以到
大陆来找。他举例表示，台湾餐饮市场有限，但
大家都一股脑地往这个方向发展，反观大陆外卖
市场一直在扩展，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郑博宇则建议，台青在大陆创业就业，首要
问题还在于要“接地气”。因为大家对于惠台政
策细节、相关政策配套没有太多了解。除了要弄
清楚，还要想明白，就是他们的创业要解决什么
商业痛点。因为他发现很多的台湾创业者到大陆
来，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

台湾青年联合会副理事长陈建维认为，精准
对接最重要。台青联通过跟大陆几个省市的青年
联合会一些项目的对接，针对两岸青年交流做创
业就业领域的服务，推动一些务实的实习计划，
推动台青到深圳去，到北京去，到上海去，到长

沙去，都获得非常好的反响和效果。

两岸交流挡不住

郑博宇表示，我们看到大陆出了惠台 31 条，
台湾这边就要反思，看看能做什么。反制喊卡不
是好办法。毕竟，再多的反制还是没法抵挡台湾
年轻人用脚投票，去选择未来发展的道路。

在曾维广看来，两岸本来就是一个中华民
族，同文同种，讲话没有距离，沟通也不是问
题。但最近台湾检调部门竟然去调查中学校长给
学生赴陆就读写的推荐书，引得舆论一片哗然。
有媒体去访问这些学生，他们说得很清楚，哪里
有好学校就读哪里，为什么还要让政治过来掺一
脚，这个也是真奇怪。

陈建维表示，两岸交流的大势是挡不住的。
他引用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曾在海峡论坛上面讲
的一句话说，只要我们能够点燃两岸和平交流的
心灯，相信一灯引千灯，灯灯相映，必将给两岸
带来一片光明。

（本报台北5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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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在2018世界女子排球联赛香港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比
0战胜阿根廷队。图为中国队球员朱婷 （右） 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摄

5月 29日，由香
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
化事务署和中国古迹
遗址保护协会联合主
办的“中国世界文化
遗产三十年图片展”
在香港文物探知馆举
行开幕典礼。展览通
过百余幅珍贵图片展
示中国在世界文化遗
产事业中取得的瞩目
成就，展期为5月30
日至8月12日。

图为参观者在欣
赏展览上的图片。

新华社记者
秦 晴摄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珍贵图片在港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