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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对台商的吸引力飙升

4 年多前，上海吉富集团董事长、台商刘吉人踏
上了中东欧之旅。在匈牙利，这位市场嗅觉敏锐的企
业家意识到将当地有机食品引入大陆，将是一个巨大
的商机。乘着大陆“一带一路”倡议与“31条惠台措
施”的东风，吉富集团在投资控股匈牙利一家猪肉生
产加工集团后，又与匈牙利国家开发银行共同成立了
启动金额 2亿欧元的匈牙利国家发展基金，助力“一
带一路”沿线企业赴匈发展业务。

今年 3 月，吉富集团还参与了上海台商“一带一
路”重庆行考察团，赴西部发掘商机，考察团共达成
投资意向约16亿元 （人民币，下同）。“未来有望真正
把‘一带一路’业务、长江经济带业务，与位于上海
的总部经济业务紧密结合起来。”刘吉人说。

上海市6月1日出台的《关于促进沪台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的实施办法》明确提出，支持上海台企根据自
身发展需求，参与上海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
服务中西部、东北等重点地区建设，在对接、项目落
地等方面给予优先协调和专业辅导。

“‘31 条’已让我们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好”。江苏
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位于昆山的台企，总经
理陈裕盛告诉记者，公司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根据‘31
条’规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25％降至 15％。根据江苏
省制定的实施细则，由于积极实施“机器换人”，公司可
获技改设备金额 10％的补助。发明使用新型专利每年
也能获得定额奖励。目前，江苏全省已有近 700家台企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

在参与政府采购方面，福建省对台资企业无准入
门槛，鼓励台企参与政府采购，全省采购台企生产的
品牌汽车1303辆、金额1.55亿元，全省银行系统采购
台企生产的显示器近3万台。

在政策补贴方面，黑龙江省2家台资食品企业同等
享受省畜牧养殖“两牛一猪”（奶牛、肉牛、生猪）政策补
贴，分别获得省市县各种补贴2.26亿元和9500万元。

“‘31条惠台措施’发布后，大陆对台商的吸引
力极速飙升。‘31 条’覆盖各行各业，范围广，这种

‘磁吸效应’之巨大，真是前所未有。”上海市台资企
业协会会长李政宏说。

“我们推进两岸同胞交流合作的步伐不会停息，
一些地区和领域在提供同等待遇方面先行先试会有新
进展，在推动两岸产业共同发展方面会有新实效，台
湾同胞在大陆发展的机遇会更大，天地会更广阔。”
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说。

同等待遇为台胞打开“登陆”大门

2008 年，青年台商李儒钦应邀来福州参加活动，
从此开启了“登陆”创业的人生旅程。如今，扎根福
建的他积极为台湾青年来大陆就业创业提供辅导。趁
着“31条惠台措施”的良机，他介绍了一批台湾朋友
赴福州、漳州、泉州等地推广农业特色小镇项目，与
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得很好，大家干劲十足。

“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作为对台政策先行
先试的试验区，福建在落实“31条惠台措施”上走在
前列。厦门在大陆率先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厦台经
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其中先行先试举
措有33条，包括实现电子台胞证与大陆居民身份证同
等使用，鼓励台胞在厦门担任调解员、仲裁员、陪审
员等职务，台胞生活便利程度显著提升。

“‘31条’牵涉到跨部门的沟通，并不容易，但上至中
央下至各个省市，落实速度真是非常快，开放力度很大，
这份用心令台商台胞们感动。”李儒钦说，大陆对台工作
更加细致，越来越多台胞有兴趣到大陆工作、生活。

目前，北京市各高校就读台湾学生，在教学管
理、学习生活、奖助学金发放、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等
方面已享受与大陆学生同等待遇；在京就业台胞，已

可在京缴存住房公积金；北京市还拟推动为在京工
作、就业、创业台胞，提供保障性住房。

4 月，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英才汇聚·沪上逐梦”
台湾优秀博士 （生） 与上海高校交流会，吸引了复
旦、同济等高校的70位优秀台籍博士 （生） 参加。上
海高校提供的岗位年薪普遍在二三十万元，高端人才
甚至还有百万年薪，并提供30万元的科研启动资金和
最高150万元的安家置业补助。

中部省份湖北在“31条”出台后，加快实施“千
岗迎台青”计划，27所高校向台胞提供了 582个正式
教师岗位，华工科技、中百控股、省长江产业投资集
团等 106家企业向台湾青年提供了 2068个实习和就业
岗位，支持“31条”落地在全省蔚然成风。

42岁的黄上智前年来到上海闵行的“麦可将”文
创园区，创立了上海鲁班学堂，开设木工体验课程，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最近他顺利入选“闵行工匠人才
库”，成为首位入围此类评选的台胞。

“31 条”提出，鼓励台胞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和评奖项目、荣誉称号评选。“黄老师
这次成功入选，无疑会起到一个领头羊的作用。”“麦
可将”文创园区总经理、台商连泰瑞认为，此举将激
励更多两岸文化工作者齐心协力，共同守护中华文
脉。此外，也便利台企引进人才，台湾青年在大陆的
就业渠道将更加通畅。

助台胞融入大陆大家庭

1980 年出生于高雄的刘其享，博士毕业于台湾
“中央大学”产业经济学研究所。拿到学位后，刘其
享想到高校教书，但台湾高校工作难找，他将目光投
向了大陆。2016年，他入职湖北经济学院，成为一名
全职老师。

“离开家乡总有些惶恐，担心不适应，事后证明
担心是多余的。这里和台湾没有两样，除了饭菜辣一
点”。他说。

现在，刘其享已是湖北经济学院经济与环境资源
学院副教授，并于今年荣获湖北青年“五四”奖章。

作为“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示范点”，湖北经
济学院已引进台湾全职教师 36 名，45 岁以下博士占

75％。学院已支持台湾教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共 10余项，4名
台湾教师入选“楚天学者计划”。学院还规定，全职
台湾教师可按条件申报高级职务任职资格。

“学校为我们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刘其享
说，对想把事业建在大陆的台湾人来说，“31 条”让
他们能够安心。

在“31条惠台措施”出台后，大陆各地多位台胞被授
予“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五四青年奖章”等荣誉称
号。台湾同胞切身感受到，同等待遇不仅体现在经济层
面，更是精神层面上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重要“催化
剂”，横亘在两岸同胞间的心理界限正在慢慢消融。

“以前，我感觉这类荣誉离我很遥远，因为不具
备条件。但现在台胞能获得这么高的荣誉，已成为大
陆大家庭的一员。”从 1992 年奉父命回祖籍武汉创业
至今，萧永瑞深耕荆楚大地20多年，亲眼目睹了台商
与大陆同发展、共命运的历程。她相信，以后还会有
第二个、第三个台籍“三八红旗手”，未来台胞在大
陆工作，只要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都有希望获奖。

南京市台协会长、银杏湖农业观光休闲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铭田是1993年“登陆”的老台商。历经25年
不断开拓，他将“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裸露矿坑，开
垦成如今一步一景、枝繁叶茂的生态景区。今年五
一，他被授予“南京市劳动模范”。“非常高兴能获得
这样一份荣誉，在南京生活20多年，我对这片土地已
经有了深厚的感情。未来我会继续努力工作，为南京
的绿水青山尽一份力。”他说。

全国台企联荣誉会长郭山辉说，“31 条惠台措
施”是“两岸一家亲”理念的生动体现，让台胞共享
大陆发展机遇和成果。当前，台湾还有很多人对大陆
不够了解，相信“31条”会推动更多台湾年轻人和创
业人士来大陆发展。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我们一直秉持“两岸一
家亲”的理念，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扎实推进和落实“31条惠台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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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将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加强政策落实，评
估实施效果，并根据需要研究制定更多政策举措。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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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动同等待遇 深化同胞心灵契合

“31条”给台胞实实在在获得感
2018年3月，对武汉市台资企业协会会长萧永瑞而

言是一个特殊的春天。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
上，她被授予武汉市“三八红旗手”称号，成为在鄂台
胞获此殊荣第一人。

“非常意外！从没想过这么高的荣誉会落在我身上。
这说明我们的工作被社会认可，台胞成为大陆一分子。
这不仅仅是‘两岸一家亲’，而是真正不分彼此的‘两岸
一家人’。”她激动地说。

今年2月，国务院台办、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实
施《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

“31条惠台措施”），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大陆企业同等
待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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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允许台胞参评“三八红旗
手”等荣誉称号就是措施之一。

3个月来，“31条”中不少措施已经落地生效，让广大台
企台胞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迎来事业发展的春天。

凤梨、香蕉、荔枝……台湾水
果香甜登场，可是，台湾农民心里
只有苦涩。高雄市大树区有农民挂
出“民进党不倒，农民不会好”的
横幅。这是为何？

由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
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前不
久台“行政院长”赖清德更自称是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造成两岸关
系大倒退，严重影响了两岸农业产
业合作。过去，台湾农民种植的水
果畅销大陆，现在却愁起了销路。
当生计问题受到了“独”害，就算
是绿营大票仓 （台湾中南部） 的农
民也一样会对民进党满腔愤懑。

有台湾农民表示，高雄大树的
玉荷包荔枝，过去价格最好时可以
卖 到 1 公 斤 120 元 （新 台 币 ， 下
同），但今年只剩30元左右，几乎与
成本打平；高雄旗山的香蕉过去每
一株可以获益 1000 多元，现在只剩
不到100元，最低时被杀价到1公斤
卖1元……

曾几何时，台湾水果销路比当
下畅通很多，主要在于有大陆这个
庞大市场。当时，两岸农业合作非
常紧密，大陆为协助台湾农产品进
口，陆续建立了“绿色通道”。2010
年，两岸签署了 《两岸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EFCA），大陆不仅给予台
湾农产品优惠，并加大收购力度。
据统计，2006 年两岸农业贸易额为
9.9 亿美元，而 EFCA 签署后，2013
年两岸农产品贸易增加至 18.16亿美
元，增加近一倍。

但是，这一切已成明日黄花。
民进党当局执政两年多来，不断阻
碍两岸关系发展，造成岛内相关业
者的损失，农业方面也是如此。因
为两岸服贸、货贸被民进党卡关，
台湾高附加值的芒果干、凤梨酥等
加工类农产品销往大陆时，不享受
优 惠 政 策 ， 仍 需 缴 纳 40% 的 增 值
税、关税；许多大宗采购也由于两
岸关系发展的停滞被取消，很多大陆客商、消费者纷纷
表示不买“台独水果”；而每年少掉近两百万人次的陆
客，也让岛内水果的销售量掉了一大截。

面对问题，民进党当局并不愿从根本上反省、解
决，反而找“南辕北辙”的方式来敷衍，甚至“甩锅”
撇责任。例如当局想靠“新南向”推销水果，但东南亚
国家同样盛产热带水果，与台湾的农产品同质化程度
高，当地消费力也有限，东南亚人为什么要买远道而来
的台湾香蕉、凤梨呢？

面对农民的反弹声浪，台“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
居然口不择言称，台湾媒体报道有1公斤1元的香蕉，这
是“格外中的格外，根本就是该拿去喂猪”。这样的说
法，摆明了当局在撇清政策不当的责任，把锅甩给了果
农。难怪有果农说，靠当局？果农会死啦！

民 进 党 当 局 如 此 罔 顾 民
生，自然会遭到岛内农民的反
感和批评。倘若民进党当局继
续我行我素，让“民粹”优先
于民生，哪怕是绿营“铁杆支
持者”、“铁票”，也终会识破民
进党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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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厦门6月5日电（俞晓） 6月4日至6日，第十届
海峡论坛·第十六届海峡青年论坛在厦门举办。来自海峡
两岸和港澳的青年600余人出席。

本届论坛以“两岸青年新时代的使命与担当”为主
题，主旨论坛以两岸青年分享汇的形式，邀请台湾主办
方代表、台湾在大陆创业青年、港澳青年社团代表以及
大陆知名青年人士围绕“融合·共享”发表主旨演讲，同
时邀请海峡两岸青年代表采用访谈分享的形式对如何推
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共享机遇进行了深入探讨。3个子
论坛分别为第十届两岸青年社团圆桌会议、两岸青年社
会组织公益论坛、两岸青年人才论坛，分别从青年专
业、行业交流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
台湾青年创业协会总会主办的海峡青年论坛自2003年举
办以来，已走过了15个年头。论坛构筑起“小规模、多
批次、不间断、有重点”的青年交流新格局，构建两岸
青年思想交流的新平台，展示两岸青年开放开拓的新形
象，开辟两岸青年联系沟通的新窗口。

本报台北6月5日电（记者任成琦、冯学知）“2018
华人新闻界艺术创作联展暨两岸名家邀请展”5日在台北
孙中山先生纪念馆开幕。展览展出两岸150位创作者的作
品逾300件，类别涉及书法、国画、水彩、油画、摄影、
雕塑等。

展览由台湾中华新闻记者协会与台北孙中山先生纪
念馆主办。应台湾中华新闻记者协会邀请，中华全国新
闻工作者协会再次组织大陆媒体新闻文化专题访问团赴
台交流。这是中国记协致力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
化、加强两岸人文交流的平台和渠道。

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张百新在开幕式上致辞时指
出，此次展览是两岸新闻界书画爱好者沟通交流情感、
弘扬中华文化的一次盛会。中华民族创造了五千年灿烂
的文化，今天仍是两岸中国人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宝贵
资源和强大动力。两岸同胞血同缘、书同文、语同声，
亘古未变。联展以书画会友，将两岸新闻交流与文化交
流融为一体，非常有意义。

他表示，中国记协致力推动两岸新闻界的交流与合
作，增进两岸民众的认识和情感，增强两岸同胞的民族
认同感。中国记协欢迎越来越多的台湾媒体人来大陆参
观访问，愿意为台湾媒体人到大陆开展交流提供服务。

海峡青年论坛在厦门举办海峡青年论坛在厦门举办

两岸新闻界交流书画艺术

看 台

絮 语

看 台

絮 语

本报北京6月5日电 （记者聂传清）
从北京诚轩 5 日在此间举行的记者会上获
悉，北京诚轩 2018年春季拍卖会将于 6月
中下旬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推出中国书
画、现当代艺术、瓷器工艺品、钱币 4 个
项目共计 7 个专场。张大千、齐白石、林
风眠、徐悲鸿、吴昌硕、李可染、吴湖
帆、潘天寿、陆俨少、常玉等两岸名家皆
有佳作亮相。

此次春拍，中国书画项目共有 540 余
件拍品，名家精品亦多。

李可染1986年所绘《雨过泉声急》系
其晚年名作，尺幅较大，画面取常用的竖
式构图，墨色沉厚而清润。吴湖帆1938年
所绘青绿山水 《秋林观瀑》，画面法度谨
严，清逸灵秀，体现其融通先贤的艺术悟
性。潘天寿1953年的指画《翠羽明珰自不
群》系其盛年佳构，绘磐石水仙，取指墨
粗拙多变的线条质感，辅以倾斜取势的构

图，温雅清逸，气格高标。
张大千 1971 年的 《揽秀楼图》，笔触

老辣，构图雄奇，云雾浩渺，气势非凡。
徐悲鸿 《英雄独立》 作于抗战后期 1943
年，画家听闻常德战役胜利的消息“兴奋
无已”，图中苍鹰雄踞松枝，或是前线战
士的化身。吴昌硕 1923 年所绘 《富贵寿
考》，画中线条纯出石鼓笔法，牡丹施以
洋红，浓艳厚朴。齐白石 《罗浮仙蝶》作
于1941年，画面中红、白二色梅花争相绽
放，一只黑蝶翩然而至，一派“穿花蛱蝶
深深见”之诗意。

此次春拍除推出中国书画外，现当代
艺术专场甄选百余件拍品，汇聚多位名家
杰作，有赵无极的 《无题 （鸟）》，常玉
的 《哈蒙尼耶小姐半身像》，林风眠的

《溪畔秋林》等。瓷器工艺品专场近150件
参拍，钱币项目拍品近1800件，可谓品种
丰富，精品荟萃。

两岸名家作品将领衔诚轩春拍

6月4日，敦煌机场T2国际航站楼经改造后正式投入使用，
香港游客敦煌游将更加便利。图为香港快运航空一航班降落在
敦煌机场，乘客走下飞机。 周斌全摄 （新华社发）

“31条惠台措施”给台胞在大陆创业提供了机遇。图为台湾青年徐国峰以机器人作为早教工具，叩开
了大陆早教市场的大门。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