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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江西省弋阳县现代农业园活力旺蝴蝶兰花卉基地，台商杨隆成
（中） 与技术人员正在对蝴蝶兰进行出口前的护理。卓忠伟摄 （人民视觉）

台商眼中的改革开放

风景这边独好
要去，要去，要去！
本报记者

王

平

“大陆这些年发展之快，让我简直无法适应。”上海元祖食品公司董事长张秀琬近日对
本报记者说。她 1992 年从台湾来到上海滩闯荡，其后的经历就像“开着一艘小小快艇，在
太平洋的大风大浪中被飓风推着往前跑”。改革开放 40 年，台商正是浪尖上的弄潮儿，他们
独特的视野里，有别样好风景。

看好大陆的发展前景

在大陆这趟高速列车上，台商体验到了“飞一般”
的发展速度。
张秀琬带着元祖品牌来到上海之初，骑过自行车，
挤过公交车，从一家小门店做起。如今，元祖在大陆已
有近 600 家门店，并于 2016 年在 A 股上市，业务还扩展到
大型儿童生活服务设施建设。
1993 年，年近六旬的台湾人李瑞河只身来到大陆，
在漳州投资并建设天福茗茶在大陆的第一家工厂。之后
20 多年，天福茗茶业务快速增长，直营店数量一度以每 3
天一家的速度猛增。截至 2017 年 12 月，天福在大陆大中
城市开设近 1200 家直营连锁店。
富港电子 2002 年由台湾正崴集团在江苏昆山设立，
当年产值仅为 300 万元人民币，2017 年产值达到 46 亿元
人民币，16 年翻了 1533 倍……
40 年，台商投资大陆的版图迅速扩张，从东南沿海
到华中再到西部，形成东莞、昆山、重庆三大台商投资
聚集地。40 年，台商产业布局紧跟时代步点，从纺织等
传统产业到笔记本电脑制造等准高科技产业，再到本世
纪初的半导体、面板制造等高科技产业。
越来越多的台企正赶往 A 股上市。不久前，鸿海集团
旗下子公司工业富联在上海证交所 A 股上市挂牌，台湾联
电子公司和舰科技也宣布赴 A 股上市。目前，台上市公司
子公司赴大陆挂牌者已有 6 家。统计显示，还有 18 家台商
上市上柜公司的大陆子公司，都想赴大陆挂牌。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推动时势。王建民说，台商最
早带到大陆的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理念，让一些产
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与此同时，大陆的广阔市
场、高速发展，则给台商提供了无穷机遇，“这是一种互
相成就的关系”。

“两岸一家亲”由此体现

台商选择大陆，大陆不负台商。40 年来，大陆不断
中共十八大以后，大陆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 两岸企
为台商和台湾同胞推出优惠政策。今年 2 月，国台办发布
业可以共享新时代改革开放成果的新机遇。”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日前在一个论坛
了惠及台胞 31 条措施，为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在大陆提
上表示，近几年来，大陆推出一系列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
供与大陆企业和大陆居民同等的待遇。全国台企联荣誉
会长郭山辉表示，“31 条”就是要把大陆经济发展成果与
重大举措，如探索建立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及自由贸易
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对台资企业和台商来说都是
台胞分享，给台胞在大陆发展带来了更大机遇，给台胞
在大陆就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难得的机遇。
发展意味着机遇，但改变也带来挑战。在张秀琬看
“我长期在梅州从事高山有机茶种植事业，以后儿子
来，“每一个时期都是最好的时机，就看你怎么把握”。
也将在大陆读书成长，这些重大举措 （“31 条”） 的发
她说，中美贸易摩擦更像“心魔”，而非现实性的障碍，
布为他今后的成长学习提供更多便利，也进一步解决了
“只要齐心面对，就一定能克服”。大陆有厚实的发展根
我们台商创业的后顾之忧。”广东梅州台商彭瑾瑜说。
基，有广阔的内需市场，有准确的应对之道，台商同样
“31 条”之外，各地支持台商的“自选动作”不胜枚
可以通过调整策略和转型升级求适应求发展。
举。比如，江苏省昆山市 2016 年推出的转型升级创新发
老一辈台商对大陆有信心，因为他们了解改革开放 40
展 6 年行动计划，每年投入不少于 20 亿元人民币。
年就是一部战胜困难踏平坎坷的奋斗史。黄紫玉说，中华民
支持台商发展，大陆有系统规划。在安徽省合肥市肥
族之伟大就在于穿越无数风雨才走到今天，有条件、有能
东县牌坊回族满族乡，台湾专家指导种植的台湾红心火龙
力、有信心应对各种挑战。大陆改革开放的 40 年，她是见证
果，成为当地脱贫攻坚又一新兴产业；在福建省长汀县，台
者、
参与者、
推动者、
受益者，
她对改革开放的前景充满信心。
湾青年张元豪 800 亩的高山茶园里，台湾软枝乌龙茶又抽
台湾年轻一代同样对大陆充满憧憬。调查发现，岛
出了新芽……这是大陆支持两岸农业交流的成果。2005 年
内七成年轻人有意到大陆发展。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
以来，大陆已在各省市设立 29 个台湾农民创业园，9 个两岸
会会长吴家莹表示，今年的新现象是，民进党当局越阻
农业合作试验区。
挠，来大陆的台湾年轻人越多。“以前台南的年轻人都会
新一代台商正络绎而来。截至今年 5 月，大陆已设立
说去到台北发展，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台南青年直接
75 个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为台湾青年
说，‘走，我们到厦门去’。”
搭建舞台。台湾青年林宗龙最近在厦门开了一家 TEA中共十九大报告描绘的宏伟蓝图，需要包括台商在
PEI CHEERS 奶茶店。他说，之所以安家厦门，是因为
内的两岸同胞携手同心一起实现。“我对个人和祖国的未
当地政府对台湾青年创业的大力扶持。
来都充满信心。”扎根浙江嘉兴的台商李茂春说，未来，
早年台商为改革开放增添助力，现在大陆希望用改
革开放的成果回馈台商和台湾社会，这是历史的温度， 他将在休闲养生、旅游观光等产业扩大投资，并让下一
代接手在大陆的事业，去实现“嘉兴梦”、“中国梦”。
也是“两岸一家亲”的真切体现。

中俄亚马尔第二条生产线
液化气首次装船

中国空军献技
“航空飞镖”赛场

今年，“一带一路”5 岁了。5 年
来，“一带一路”成绩超出预想，前景
十分光明。
5 年来，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积极响应支持“一带一路”倡议，80 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已同中国签署合作协
议，
一大批重大合作项目落地或开工。
此
外，亚投行成员已有 80 多个，
“蓝色经济
通道”
“ 冰上丝绸之路”
“ 空中丝绸之路”
“数字丝绸之路”
……应运而生。
“一带一路”受欢迎，不只因为中国
创意好、口碑棒、落点实，更因为它确实
有用，让相关国家在受尊重中获益。各
国争先恐后想抓“一带一路”机遇，搭上
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甚至笑着“抱
怨”邻国项目“比我们更多”。不同类型
国家，欢迎“一带一路”，原因各有不同。
——内陆国家：
“ 一带一路”帮助其
寻找海洋，融入全球价值链。如，中国－
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激活泛亚铁路，推动
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
——欠发达国家：过去有文明自豪
感，现在借助“一带一路”实现发展梦。
如阿富汗、尼泊尔。今年，
“ 一带一路”延
伸至西非的塞内加尔，助推西非地区承
接中国产业转移，融入全球产业链。
—— 岛 屿 国 家 ：通 过 港 口 改 造 升
级、新港口的蛇口模式建设，提升岛屿
国家竞争力。如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汉
班托塔港。
——近年出现变局的国家：羡慕并
效仿中国走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突
尼斯、乌克兰、埃及痛定思痛，积极响应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切实
认同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
域合作大格局的理念。
——洲际、陆海联通的地区支点
国家：土耳其是欧亚非连接桥梁，希
腊比雷埃夫斯港是中欧陆海快线节点，蒙内
铁路正向东非延伸打造东非“长三角”，纳米
比亚的鲸湾港则在打造西南非洲的“深圳”，
阿联酋、新加坡、巴拿马的互联互通节点效

■王义桅

位于北极圈内的中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 （LNG） 项目近日在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萨别塔港完成第二条生产线液化
天然气的首次装船，装船量达 17 万立方米。亚马尔项目是全球最大的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在俄
罗斯实施的首个特大型能源合作项目。图为亚马尔项目第二条生产线。
新华社记者 吴 壮摄

（第十二版）

每个时期都是最好时机

﹃
一
带
一
路
﹄ 五年成事了

1979 年，大陆发布了 《告台湾同胞书》。之后数年
内，第一批“吃螃蟹”的台商以港资、外资或隐姓埋名
的方式绕道来大陆投资。他们得冒着遭台当局起诉的风
险，因为直到 1987 年，台湾方面才开放两岸交流。
黄紫玉是台商中第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她对本报记
者表示，1979 年看到 《告台湾同胞书》，就决定协助开拓
两岸贸易，这是“家国情怀使然”。当时台当局严禁商人
赴大陆投资，黄紫玉的父亲又是台湾“立法委员”，家里
都反对她这么做，但她义无反顾。
张秀琬 1989 年跟同学到大陆旅游，发现“这市场实
在太大，物资不多，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却深”。“大陆这
块地方——要去，要去，要去！”这是她回到台北后做的
判断。
1990 年 1 月，台湾“塑胶大王”王永庆在家人的陪同
下，乘坐专机由美国经香港飞抵北京机场。中国改革开
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接见了王永庆。之后，王永庆开始
了他在大陆的考察投资活动，先后访问了广州、深圳、
厦门等地，并决定在厦门市兴建码头与港口，建立石化
工业城。王永庆的大陆之行随后被台湾媒体曝光，台湾
舆论为之震动，并在岛内引发了“王永庆效应”。从那以
后，台商掀起了赴大陆投资的热潮。
在那个时代敢于投资大陆，需要慧眼和胆识。如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对本报记者所
说，第一批台商看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市场，毅然融
入改革开放浪潮之中，是“敢拼、有闯劲、了不起的
一群人”。
台湾人崇尚“爱拼才会赢”，在大陆改革开放刚刚起
步冲破重重阻力“登陆”的台商们，拼的是家国情怀，
拼的也是大陆光明的发展前景。

“飞一般”的速度与激情

应进一步凸显。
——地区有潜力国家：中东欧国
家在“16+1”合作框架下提升了在欧
洲地位；孟加拉、柬埔寨受制于基础
设施瓶颈，如今帕德玛大桥、西哈努
克港极大推动两国经济增长。
还有不少发达国家，它们在企业
家推动下，呼吁参与相关项目，以吸
引中国投资，开发第三方市场，不少
积极表态，愿意参与。最新表态的是
澳大利亚。
“一带一路”从“概念股”到“绩优
股”，吸引力何在？
——你行，我也行。
“ 一带一路”
吸引力本质是中国吸引力。要致富，
先修路；道路通，百业兴。这些理念越
来越在“一带一路”国家落地生根。蒙
内 铁 路 通 车 一 年 ，拉 动 肯 尼 亚 经 济
1.5%增长，被誉为东非繁荣之路。
——包容性全球化。美战略家康
纳《超级版图》一书提出，未来 40 年基
础设施投入将超过人类过去四千年。
“一带一路”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
上四位一体联通，正在引导热钱流向
实体经济，消除全球金融危机之源，
让全球化惠及更广泛民众。
——“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开创新型合作模式。
“ 一带一路”吸引
力 不 仅 在 于 方 向 对 ，方 式 对 也 很 关
键，照顾到所在国家，照顾已有利
益攸关方关切，吸引发达国家参
与；着眼于硬联通，也重视软联通。
五年成大事，“一带一路”为啥
能？因为，它确实真好，不是假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察哈尔学会一
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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