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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近日在
福建厦门圆满落幕。1000 余名两岸知
名企业家、工商团体负责人和专家学
者，针对当前经济形势挑战、推动两
岸企业交流合作、深化两岸产业融合
发展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本次峰会成果显著，两岸企业在
电子、医药、金融、农业、文创及服
务业、中小企业及青年就业创业等领
域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签约项目共
36 个，涉及金额超过 103 亿元人民
币，福建省也有大批两岸企业合作项
目在年会上成功签约。

现代农业合作成绩亮眼

两岸企业家峰会成立于 2013 年，
是两岸最重要的民间交流合作平台之
一。本次年会由台湾方面主办，在福
建厦门举行，两岸参会人数再创新
高。为适应新形势下两岸经济发展和
产业合作需求，峰会原 7 个产业合作
推进小组于一年前调整为 8 个，分别
为综合合作交流、能源及环保节能、
智能制造及装备、信息、中小企业合
作及青年创业、金融、现代服务业及
文化创意、生物科技与健康照护。

现代农业合作在本次峰会上成绩
亮眼，12 个两岸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合
作项目现场签约，协议总投资达 23.6
亿元，涉及花卉、水果、茶叶、养
殖、深加工、旅游等项目。同时，峰会在
厦门宣布新发展首批农业企业会员 38
家，22家到会企业领取了会员证。

“乡村振兴领域的合作将是峰会下

一步工作重点。”峰会年会综合合作交
流推动小组陆方副召集人毕美家说，
随着两岸合作平台的不断扩大，峰会
会员队伍与合作领域也会越来越大，
目前已呈现“由沿海向内地延伸，由
农业向农村延伸”的特点。峰会将引
导两岸农业合作由单纯的产业合作，
逐步转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等全方位的合作。

为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做贡献

恰逢大陆改革开放 40周年，两岸
企业家聚焦新技术和新产业领域，寻
求互补共赢新契机，期盼深入推进两
岸经济交流合作。

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
郭金龙说，两岸开放民间交流 30 多年
来，台商在祖国大陆发展壮大经历了不
平凡的历程，祖国大陆始终如一地为台
商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政策护航。大
陆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历程，经济社会
发展前景广阔，在当前形势下，两岸企
业家要抢抓机遇，深度融合，以实际行
动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和产业融合发展，
共同为中华民族经济振兴而努力奋斗。

台湾方面理事长萧万长说，面对
全球及两岸经济的变局，两岸企业合
作也将推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作为
民间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两岸企业
家峰会责无旁贷，将加强凝聚“两岸
企业共同体”意识，结合两岸企业界
的资源和优势，共同打造升级版的两
岸产业合作模式，推进两岸产业的同
步转型升级，为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及

未来愿景，做出积极的贡献。

“31条”为台企发展再添动力

与会两岸业界人士纷纷表示，此
次年会传递出积极信号，让人信心倍
增。厦门台商协会会长吴家莹说，大
陆与台湾同胞分享发展机遇的诚意善
意始终如一，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趋
势不会改变。“手足兄弟同心应对挑
战，两岸定会越来越好。”

大陆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不断
推出惠台政策措施，自 2月底发布实施

《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
干措施》（“31条惠及台胞措施”）以来，
目前共有20个省区市的49个地方积极

响应，结合实际推出具体办法近3000条。
“大陆各项惠及台胞台企政策，含

金量高，含情量也高。”两岸企业家峰
会综合合作交流推进小组陆方召集人
徐宪平说，“31条措施”各地落实办法
各具特色，如福建的税收优惠、江苏
的科技奖励、贵州的健康战略、内蒙
古的会展论坛等，均体现大陆为台胞
办实事办好事的决心和诚意，广大台
企台胞对此反响热烈。

台湾《旺报》刊文指出，大陆经济总
体态势并未受大环境影响，台商运用两
岸产业分工互补的利基点依然存在，台
青西进大陆寻找舞台的空间广阔。在两
岸企业家峰会上，大陆持续释放惠台政
策信号，让台商吃上“定心丸”。

两岸企业家峰会成果丰硕

让台商吃上“定心丸”
本报记者 张 盼

本报香港12月 6日电 （记
者连锦添）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中山大学、招商局集团
发展研究中心、京港学术交流
中心、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联
合主办的“崇学论坛：粤港澳
大湾区合作的回顾与展望研讨
会”今天在港举行，来自内地
与港澳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
围绕“大湾区协同发展”等议
题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
剑英致欢迎词时说，该社积极为
大湾区建设提供学术支持，近期
出版发行《粤港澳大湾区可持续
发展报告》、《粤港澳合作政商手
册》等多种图书。

香港中联办教科部部长李鲁
致辞时表示，大湾区建设的体制
机制创新，需要各方归纳亟需解
决的问题，需要政策制定者统筹
全局、细致谋划，需要专家学者

以扎实的理论和学术研究作为支
撑。他建议构建三地跨领域的专
家学者交流平台，融通古今中外
的知识、方法和智能，为大湾区
建设提供创新的理念和方案。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碚在
发言中分析了大湾区内商品、资
金、人员等要素流动的情况后指
出，构建大湾区的发展模式，必
须因地制宜地进行制度创新。中
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林分析了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法治问题。他
指出，就顶层设计而言，需要进
一步解放思想，根据新时代的新
形势新目标新任务，在国家治理
领域革故鼎新，解决大湾区建设
的法治体制机制问题。

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
院长周溯源总结时表示，该院乐
意发挥窗口、桥梁和平台作用，
与相关机构和专家合作互助，为
大湾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香港崇学论坛探讨大湾区合作

“深港法律服务深度合作区”共
建启动签约仪式暨第一次联席会议近
日在深圳举行，来自香港、澳门及内
地的40家律师、公证、仲裁等法律服
务行业组织机构作为首批签约单位现
场签约。

据悉，本次会议的举办旨在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关于“联
动香港打造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和国际
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的部署，立足大
湾区、服务大湾区。该合作区共建倡
议由深圳市前海“一带一路”法律服
务联合会发起。

据介绍，“深港法律服务深度合
作区”的共建，将由参与各方联手搭
建开放包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互惠共赢的合作平台，务实推进协作
型、互补型、配套化、一站式的业务
合作和服务联动，共建两地法律服务
专业交流互鉴、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
机制，联手拓展“一带一路”华语律
师合作网络，共同提升处理跨境、跨
业、跨法域法律事务和国际法律事务
的能力。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 《“深港法律
服务深度合作区”建设2019年度合作

计划项目备忘录》。《备忘录》 规划了
包括建立战略合作共商和日常联络协
作机制以及深港法律服务深度合作机
制；建设前海国际商事争议调解中
心；打造“一带一路”华语律师合作
平台；推动与工商业行会商会建立合
作互动机制；组建深港法律服务专业
委员会等2019年重点工作设想。

深圳市前海“一带一路”法律服
务联合会会长杜春表示，“深港法律
服 务 深 度 合 作 区 ” 构 想 具 有 开 创
性，是原有深港两地合作模式的升
级版。建设深度合作区，顺应时代

要求，契合两地愿景，作为一项新
的尝试和有益探索，必将对促进和
深化深港法律服务合作产生积极的作
用和深远的影响。

深圳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田敏指
出，前海的法治建设，离不开香港法
律专业机构和人士的深度参与。“深
港法律服务深度合作区”立足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高度契合了前海法治建
设需求，具有良好的现实基础。借着
该合作区的建设契机，前海法治尤其
是深港法治交流合作方面必将在新时
代开创新局面，再上新台阶。

在2018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上，12个两岸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合作项目
现场签约，协议总投资达23.6亿元。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本报香港 12月 6日电 （记
者陈然） 由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
团、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北京上
市公司协会等联合举办的第八届
香港国际金融论坛暨中国证券金
紫荆奖颁奖典礼12月5日在香港
举行。论坛以“中国力量——改
革开放再出发”为主题，聚焦中
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吸引800余
名两地上市公司高管、香港政商
界代表、驻港领事及商会领袖等
嘉宾参会。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致辞表示，作为国家双向开放的
桥梁，香港一直协助内地企业

“走出去”和为国家把资金“引
进来”；而作为先行先试的试
点，香港发挥“防火墙”和“试
验田”作用，助力国家在风险可
控的环境下，让金融市场有序开
放、让人民币逐步国际化。

她寄语香港充分发挥“一国
两制”的优势，把握“一带一
路”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
遇，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
融中心及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
纽的地位，助力国家全面开放。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副董
事长兼总编辑李大宏介绍论坛内
容时表示，今年是国家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承上启下、继往开
来的重要时间节点。本届论坛邀
请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脱颖而出的
商界领袖和知名经济学家，分别
从金融、货币、实业、内需及文化等
5大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
如何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证券金紫荆奖颁奖典礼
于同日下午举行，分别颁出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杰出贡献企业家
奖、“一带一路”最佳实践上市
公司奖等十大奖项。

香港金融论坛聚焦改革开放香港金融论坛聚焦改革开放

深港共建法律服务合作区
首批40家机构签约

徐晓美

深港共建法律服务合作区
首批40家机构签约

徐晓美

本报澳门12月 6日电 （记
者苏宁） 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
谊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
研究所合办的“两岸一家亲”台
湾民情学术研讨会12月5日在广
东珠海举行。来自两岸高校、研
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嘉宾 70 余
人，围绕纪念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 周年、台湾社情民意新
变化、深化落实惠及台胞台企

“31条措施”等问题展开交流。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

会长杨毅周在开幕式上致辞表
示，《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近40年
来，大陆始终坚持“和平统一，一
国两制”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推
动海峡两岸各方面的交流合作，
取得了巨大成就。40 年来两岸
关系发展的历史证明，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正确的，两岸

统一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

副所长朱卫东以“两岸交流的启
示与台湾新民意”为题作主旨演
讲。他表示，从台湾地区“九合
一”选举结果来看，岛内社情民
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台湾当局
为所欲为的施政不得人心，而大
陆对台政策措施则越来越深入人
心，越来越多的台湾老百姓认识
到，只有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
真正好。

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大陆政
策研究中心主任黄清贤表示，此
次“九合一”选后，认同“九二共
识”的县市长席次大增，将为两岸
关系拨乱反正带来契机。“在大陆
一系列惠台政策引领下，两岸融
合发展臻至心灵契合的新时代将
在两岸人民携手前行下出现。”

台湾民情学术研讨会珠海举行

本报台北 12月 6日电 （记
者张盼） 由台湾卫武营艺术文化
中心、美国斯波莱多艺术节及纽
约林肯中心共同制作的独幕装置
歌剧《惊园》，将于12月15日至
16日在台北上演。

该剧由美国艾美奖得主马文
担任导演及舞台设计、旅美华人
作曲家黄若进行音乐创作、昆曲
名伶钱熠主演。舞台以巨型折
纸、水墨、光影效果和多媒体装
置，打造出富有东方禅思、诗意
又超现实的墨色花园。2015 年
美国斯波莱多艺术节首演、2016
年于纽约林肯中心艺术节演出

后，获得国际好评。
《惊园》 在传统昆曲与西方

歌剧音乐基础上，以西方的作
曲编创手法创作，并引用 《伊
甸园》 与 《牡丹亭》 的故事，
编织成崭新的当代神话。讲述
女子在梦中与理想情人激情懈
逅后惊醒，穿过超现实的奇想
花园，找寻一段遥不可及的完
美爱情。

该剧音乐演出结合中国传统
戏曲与西方歌剧的声音，女子用
中文演唱传统昆曲，4 名男子用
虚构语言演唱西方歌剧，从男低
音到假声男高音，扮演多重角色。

12 月 6 日，主题
为“壮娃迎大庆，快
乐向前冲”的广西南
宁市滨湖路小学第 15
届体育节举行，开幕
式上，孩子们进行精
彩纷呈的文化表演。

图为学生们在进
行“足球小将梦想飞
扬”表演。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装置歌剧《惊园》唱响台北装置歌剧《惊园》唱响台北

图为《惊园》剧照。 玛丽娜摄

足球小将足球小将
梦想飞扬梦想飞扬

本报北京12月6日电（记者柴逸扉） 为进一步
服务在京台胞和台资企业，12月 5日，北京市台资
企业协会举办《关于深化京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55 条措施”） 政策解读
会，针对政策出台后台胞关心的社保、税务、住
房、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创业等问题，邀请北京市
主管单位部门负责人进行解读说明及现场答疑。近

百名在京台胞、台商、台青到场聆听。
解读会现场，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北京市知识

产权局等主管单位部门负责人对北京“55条措施”相
关条文进行解读，并就台胞们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

北京台资企业协会会长章启正表示，北京“55
条措施”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希望政策条文尽快落
地，让更多台胞受益。协会举办本次解读会，希望

能帮助在京台胞了解如何借助政策来获得更好的发
展。“大陆市场很大，竞争也非常激烈”，他鼓励台
湾年轻人抓住大陆发展机遇，脚踏实地，努力闯出
一番事业。

由北京市台办、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联合 38 家
市属单位出台的 《关于深化京台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的若干措施》 于 10 月 23 日正式发布，涵盖了积
极为台资企业在京投资和经济合作提供同等待
遇、鼓励京台两地教育文化交流合作、逐步为在
京学习创业就业生活的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等 3
方面内容，共55条。

北京市举办55条惠及台胞措施解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