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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在“双十讲
话”中又玩了一把角色扮演，把大陆说
成大灰狼，自己扮成小红帽。她说，“中
国单方面的文攻武吓和外交打压，伤
害了两岸关系，更严重挑战台海和平
现状”。这是贼喊捉贼，也是不打自招。
其中暴露的恶意、敌意和对抗思维，进
一步证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冲突的制
造者、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不承认
“九二共识”，将两岸辛苦奠定的大好
局面弃之如敝履。大陆方面一直开放

“未完成的答卷”，希望两岸能够重回
正轨，奈何民进党越走越远，亲美媚
日仇中姿态做足，“去中国化”动作不
断。更不断甩锅诿过，将两岸关系变
差的责任推给大陆。

恰逢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岛内
县市长选举临近，蔡英文的“双十
讲话”充斥“两国论”分裂谬论，
刻意升高两岸对抗态势，加大对大
陆的攻击力度，一方面是对美国表
忠心，妄图挟洋自重；另一方面是
为选举造势，煽动仇恨情绪。

蔡英文过去最爱说“善意”，此次
也仍在奢谈“不会贸然升高对抗”，但
台当局的所作所为，处处暴露对抗心
理和险恶用心。当大陆推出惠及台胞
的 31 条措施时，台当局称这是“名为
惠台，实则利中”；大陆为便利台胞推
出居住证，台当局称之为“统战”，还
推法规阻挠反制。中美发生贸易摩
擦，台当局即下令岛内不许使用大陆
钢铝原料，更派人赴美高价收购大
豆。配合西方反华势力遏制大陆的嘴
脸显得如此急不可耐，可笑又可悲。

民进党民调已跌入谷底，蔡英文
此次再打大陆牌，醉翁之意在拉抬选
情。民进党当局上台两年半，施政百无
一是，让岛内民众有惊怒无惊喜，让两
岸冰封，让台湾经济疲敝、民生凋敝。
民进党需明白，祸福无门唯人自求，自
己造的孽总是要还的，想凭政治话术
就转移焦点翻云覆雨，无疑是痴人说梦。

民进党最绝的本领还是一个“辩”字，遇事从不认
错，只是一味硬拗，自己从来是无辜的，错的总是大
陆，是国民党，是民众。岛内网民有句话总结得好：“国
民党做错事大家骂，民进党做错事骂大家”。岛内民调显
示，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好感度、对统一的支持度都升到
了历史新高，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到大陆生活创业求学。
谁真心希望台湾好，谁在给台湾民众办好事，谁又在为
一己私利不断坏台湾民众的好事，事实俱在，不容狡辩。

任何挟洋自重、升高对立、妄图破坏两岸关系、改变台
湾地位的分裂图谋和行径，只能自取其辱，绝不可能得逞。

民进党所作所为，只会
进一步恶化两岸关系，
将台湾带向更加危险的
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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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台湾阿里山采访的路上，当记
者问起司机许永传最近生意怎么样，他
苦笑着摇了摇头。许永传经营一辆个人
出租车，往年“十一”长假期间，他的
车早早就被订下，行程安排满满，今年
却有点惨，记者一行是他目前接到的唯
一一单。“‘十一’不是大陆的黄金周
吗，游客都去哪里了？”

业者叹“陆客去哪了”

“陆客少多了”，是今年“十一”期
间导游、司机、饭店、餐饮等台湾旅游
业者的一致感受，往常火爆的知名景点
反差尤其明显。在阿里山景区记者看
到，之前一票难求的森林小火车近半数
车厢都是空载，其他车厢也只是稀稀拉
拉坐着五六个人。

辖管阿里山景区的嘉义县林区管理
处副处长李定忠表示，阿里山园区入园
人数减少，门票收入受到不小冲击，连
带园区内商家也被影响。记者上前问询
生意如何，在景区摆摊卖小吃多年的阿
强伯显得有点无精打采：“以前这个时候
山上都是人山人海，你看现在游客零零
散散的，少了至少一半，这个长假有点
难熬。”

在另一处热门景点屏东垦丁，人潮
同样比往年大幅减少。记者在垦丁大街
上看到，不少民宿在门口显眼位置标注
出“尚有余房”，希望能多招揽一些住
客。而这样的情形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
的，彼时几乎所有饭店和民宿在“十
一”长假期间都被抢订一空，连离垦丁
10公里左右的恒春镇商家都跟着受惠。

如今人潮不再，生意直落。垦丁大
街上的摊贩每天被迫提前两三个小时收
摊，恒春镇内的餐饮店家门前也不见陆
客排起长队。垦丁福华饭店总经理张积
光说，较去年同期相比，住房率从九成
掉至七成，其中陆客少一半以上。民宿
生意则掉得更厉害。不仅是旅宿业危
机，餐饮、租车、洗衣、民生用品等各
行各业也连带受挫，都会因为没订单而
影响生计，堪称百业危机。

台北故宫、日月潭、太鲁阁等岛内

知名景点，造访人数也持续衰减，旅游
业者叫苦连天。据推算，今年台北故宫
全年总参观人数可能只有378万，是近4
年来首度少于400万，跌至新低。

“新南向”带不动钱潮

“ 大 部 分 东 南 亚 国 家 的 游 客 来 台
湾，就像是‘哑巴’和‘聋子’，语言
不通，没法交流，也没什么消费力。”
许永传喜欢接大陆客人的单，两岸同文
同种，和客人路上可以聊天，了解各地
风俗民情，为客人介绍好吃的、好玩的
也容易引起共鸣，有成就感。“大陆客
人买伴手礼也很豪气，茶叶都是大包大
包地带。”

统计显示，银联卡用户在台消费能
力远高于持其他海外银行卡的消费者。
自2014年以来平均单笔签账金额7491元

（新台币，下同），是其他海外品牌银行
卡的 3 倍。然而，随着陆客变少，2017
年银联卡在台刷卡签单总额为 484 亿余
元，较 2015 年的 1012 亿元大幅减少近
528亿元，腰斩了一半还多。

“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游客很少
来垦丁旅游，他们自己国内就有很漂亮
的海岸线，有的比垦丁还好玩。主要还
是靠大陆游客。”记者所住的垦丁民宿
老板柯先生认为，东南亚和日韩游客大
部分只会到台湾北部的大都市，南部和
中部就惨了。“民进党上台前说要‘维
持现状’，但现在好像并非他们说的那
个样子。”

民进党上台后，确实没能“维持现
状”，台湾的观光外汇持续减少。2015
年，台湾有近 4600 亿元的观光外汇收
入，但到 2017 年，萎缩仅剩 3700 亿元。
其间蒸发的 800 多亿元为岛内旅游业者
带来莫大困境。台湾旅行公会全联会召
集人李奇岳分析说，台当局虽大力开拓

“新南向”市场，但东南亚客消费力只有
大陆游客的七成，加上大陆游客平均在
台停留 7.3 天、“新南向”国家平均停留
4.5天，一个大陆游客流失的产值要靠两
个东南亚客才能抵得过，“新南向”带不
动钱潮。

“冷飕飕”看不到希望

“十一”长假期间，大陆约有 700万人
次出境旅游，赴台的旅行团却比去年少了
170 个，过去每天入台人数破万的景象不
再，无数旅游业者感到“冷飕飕”。

主要服务自由行陆客的导游陈清河
告诉记者，自从民进党上台以后，他们
的业务量少掉一半以上，有时候 1 个月
都接不到1单。“现在的日子就像最寒冷
的冬天。也不知道找谁才有用，好像蔡
英文已经不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了。”

然而，对于旅游业者的申诉，台当
局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不断强调赴台旅
游总人数在增加，大玩数字游戏。台湾

“观光局”说，民进党上台以来，赴台游
客连续 3 年破 1000 万人次，数字增长亮
丽。这样的说法反而刺痛了业者的神
经，他们认为民进党当局感受不到“百
姓疾苦”，漂亮数字难掩经营萧条，实际
感受“落差很大”。

实际上，一些民宿和餐饮老店熬不

过陆客缩减的“寒流”，已经选择结业出
售。网络调查发现，岛内旅馆、游览车
等产业也出现抛售潮，上百家大饭店和
400多家民宿挂牌求售。

陈清河觉得非常可惜。“台湾有这么
美的风景，但是由于台当局的问题，陆客
赴台游市场反而越来越萎缩。当权者显然
做错了选择。”他说，其实老百姓的需求很
简单，就是要生活而已。“谁给我们好的生
活，我们就跟着谁。但现在的民进党做得
太差劲了，我们看不到希望。”许永传也深
有感触地说，“哎，民进党再这么搞下去，
生意就没法做了！”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蔡
当局拦堵了观光重要的大陆客源，却拼
命以补贴等手法向荒僻的地方去招揽，
这种旁门左道的政策，只是在瞎忙，难
有所获。真要拼观光，必须将资源放在
具有潜力的地区。”该报呼吁蔡当局睁开
眼睛看看事实，开启耳朵听听业者的心
声，别再用“千万观光”自我陶醉，把
台湾旅游业带入死胡同。

（本报台北电）

经营惨淡长假难熬，台旅游业者慨叹——

民进党再这么搞，生意没法做了！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孙立极

今年“十一”长假期间，台湾垦丁陆客人潮远不如预期。图为垦丁附近的恒春镇
旅店打出住宿特价招牌，吸引住客。 本报记者 汪灵犀摄

今年“十一”长假期间，台湾垦丁陆客人潮远不如预期。图为垦丁附近的恒春镇
旅店打出住宿特价招牌，吸引住客。 本报记者 汪灵犀摄

日 月 谈

据新华社香港10月 11日电 （记者
战艳）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0月
10 日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其中

“明日大屿愿景”广受关注。该计划拟分
阶段填出多个人工岛，共约 1700 公顷，
可供70万至110万人口居住，其中7成住
房单位为公营房屋，首阶段工程 2032年
可入住。香港各界冀相关措施可增加土
地供应，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

香港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施政
报告聚焦开拓土地和完善置业阶梯，事
实上，市民普遍期望，今届特区政府能
在开拓可发展土地上有所作为，解决长
期困扰香港的土地及房屋问题，并重燃
置业希望。要达到此目标，就必须有土
地配合。特区政府提出“明日大屿愿
景”等计划，是积极可取的策略，开拓
土地、建立土地储备是正确的方向。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吴宏斌表
示，施政报告提出将推行“明日大屿”等多项
土地供应计划，这反映政府对当前的社情民
意有准确的把握，也凸显特区政府迎难而
上、努力处理土地与房屋供应问题的决心。

香港总商会主席夏雅朗表示，住
宅、商业和社会设施用地短缺，是香港
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填海发展“明日
大屿愿景”的决定，展现了特区政府锐
意解决香港严峻土地供应问题的决心。

“明日大屿愿景”涵盖中部水域交椅
洲和喜灵洲附近的人工岛、大屿山北岸和
屯门沿海地带，包括重新规划后的内河码
头区和龙鼓滩等多个发展区；并配以一套
全新的运输基建网络贯通各区，以助力香
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市民安居乐业。

大屿山是香港最大的岛屿，香港国际
机场便坐落于此。该岛位于香港西南，待

港珠澳大桥通车后，大屿山将成为香港连
接其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重要门户。

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表示，以往大
家觉得大屿山很偏僻，但若将眼光放远
些，看整个珠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大
屿山这个香港最大岛屿的位置非常具策
略性、连接性，是香港通往粤港澳大湾
区其他城市、通往世界的“双门户”。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认为，
“明日大屿”有助巩固香港优势，不仅可
以增加居住等各类用地，更可提供庞大
发展潜力和空间，成为香港未来经济增
长、优化社会民生、连接大湾区以至通
往世界的重要平台，是巩固香港国际金
融及商贸中心地位的关键。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
监方舟表示，“明日大屿”计划关乎香港
未来发展，不仅能解决香港公私营房屋

及中环写字楼供应不足的问题，更有可
能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商业核心区。

通过展示带 5 种颜色线条的图，林
郑月娥阐述了“明日大屿”的 5 个政策
方针：较深绿色的线指增加休闲娱乐设
施，推动健康生活；第二条线是运输基
建先行，巩固“双门户”地位；第三条
中间绿色的线，指宜居社区，即通过增
加土地供应，建立近零排放的宜居社
区；第四是经济起飞，橙色这条线是发
展机场城市及香港第三个核心商业区

（第一个核心商业区在中环，第二个核心
商业区在九龙东）；第五条蓝色线就是海
洋，指提升环境实力，达致可持续发展。

同时，10亿港元的“大屿山保育基金”
将成立，在大屿山郊区推动并落实保育工
作，并在一些偏远乡村和社区进行民生改
善工程，将秉承“北发展、南保育”的规划
原则，提升环境实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温瑞琪
表示，香港土地资源有限，长远来讲，
填海无可避免。填海的同时，要更好地
应用现有土地，多方面提高现有土地使
用效率。

近日，浙江省长兴县泗
安镇中心幼儿园里，老师和
孩子们将在“快乐农场”亲手
种植、采收的冬瓜、南瓜、毛
豆等农作物，在晒匾里、竹竿
进行晾晒装点，并进行抢收、
抢种、抢丰收互动游戏，体验
丰收晒秋的快乐，弘扬中华
农耕文明和文化传统。

图为孩子们手推独轮车
搬运丰收的硕果。

谭云俸摄
（人民视觉）

“明日大屿”瞄准香港发展的明天

丰收乐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头巷小学近日开展“学绘
脸谱品国粹”主题活动，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手绘
京剧脸谱和戏曲人物。

图为小学生在展示自己手绘的戏曲脸谱和戏曲人物。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手绘脸谱品国粹

新华社深圳10月11日电（记者白瑜） 记者 11 日从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获悉，香港长者医疗券试点计划启动
三年来，服务人次已过万，就诊者最高年龄达107岁。

香港特区政府从 2009 年开始推行长者医疗券计划，
资助符合资格、年满70岁的香港长者使用最切合他们需
要的私营医疗服务。2015年 10月 6日，港大深圳医院成
为内地首家接收长者医疗券的试点医院。

数据显示，三年来，共计 2968人在港大深圳医院使
用长者医疗券，使用人次达到10501次，人均就诊次数为
3.37次，就诊次均费用为387元人民币。另据统计，长者
医疗券使用者中，64%常住深圳，27%常住香港，9%居住
于珠三角地区其他城市 （如东莞、中山及珠海等）。

85岁的香港长者许成亮，在2017年使用长者医疗券
到口腔科修复了假牙，获得良好的就医体验，且个人不
需支付任何费用。他说，接下来计划前往治疗肩周炎，
并进行全方位体检。

港大深圳医院 10日与香港赛马会深圳复康会颐康院
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内跨境医
疗养老融合。“广深港高铁的开通形成了‘一小时生活
圈’，预计移居深圳乃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香港长者还会
增加。”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卢宠茂说。

港大深圳医院是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由香港大学
管理的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据介绍，除了配合香港长
者医疗券使用试点计划落地，深圳还推出多项举措促进
跨境医养融合，包括聘请港澳专业人才和机构赴深圳担
任养老服务督导或经营养老机构，推动在深圳大学、深
圳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设置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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