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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台北许多知名老店因高租
金被压垮至停业关门，而部分知名商
圈店面也陆续贴上招租字样，折射出
岛内店面出租危机。

已在台北东区经营 41 年的永福

楼主打江浙菜系，是台北人心中的
东区美食地标，但该老字号饭店已
于 24 日停业。停业前夕，记者在店
内看到，尽管是工作日午间，但许
多扶老携幼的家庭仍在排队等候叫

位就餐，在最后的日子里怀念那一
口熟悉的味道。

永福楼公关陈羽珊对记者表示，
东区商圈没落、人气减少，但房东的
租金却不降反升，令饭店难以承受调
涨后的经营成本压力，只好先关店停
业，未来再另择地点重新营业，但考
虑新地点或许面积较小，将无法再沿
用“永福楼”这样的字号与之相衬。

据陈羽珊观察，10 年来，附近
许多诸如名表、金铺等老店逐渐迁
走，大多换成了诸如百元店、小饰品
店等短租店面。

台北东区 SOGO 商圈过去人潮
众多，但随着店面租金狂涨、迁店潮
持续蔓延，继2017年5月知名港资上
市公司“亨得利钟表”撤离台北市忠
孝东路、敦化南路的黄金店面后，去
年 12 月国际名表欧米茄在忠孝 SO-
GO正对面的独栋旗舰店也默默熄灯
迁店。

无独有偶，屹立于台北南京东路
商圈 20 年的地标“威斯汀六福皇
宫”也于去年 12 月 31 日歇业，但店
面空租至今也无人接手。据此前台湾

媒体报道，该店面 2017 年租金约为
4.9亿元 （新台币，下同）。

台湾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指
出，六福皇宫歇业，对南京东路这一
带商圈造成伤害，恐形成“鬼城效
应”，步入东区商圈萧条后尘。

台湾房屋比价平台屋比统计发
现，截至本月 18 日，全台湾店面待
租量高达 12481 间，同比增长 9.4%，
其中，台北以 2642 间待租，居“六
都”之首。

屋比房屋比价创办人叶国华对媒
体表示，受陆客减少、电商发展冲
击，许多知名商圈的街边店面来客量
不断减少，加上过去店面租金大幅飙
涨，每月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元，让
愈来愈多店家不堪负荷，不是选择搬
迁就是熄灯关店。

台湾杂志《远见》刊文指出，众多
店面歇业除将导致萧条感骤然升起
外，还会产生租金降低、税收减少等蝴
蝶效应，并造成基层民众失业率增加、
小市民创业信心受打击、老店凝结的
时代与文化记忆断层消失等后果。

（据新华社台北电）

高租金压垮老字号 折射台湾店面危机
新华社记者 刘 斐 章利新

本报北京2月26日电 据 《香
港商报》报道，香港教育局25日公
布，内地 112 所参与免试招收香港
学生计划的高等院校，由3月1日起
接受网上预先报名。新增的有知名
艺术学校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
剧学院及中央美术学院等，而著名
院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
学也在名单之中。

根据国家教育部公布有关 2019
年免试招生计划的具体安排，112
所内地高等院校将对香港学生豁免
考试，并依据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成
绩，择优录取香港学生。

香港教育局发言人表示，免试
招生计划的报名方式与2018年的安
排相似，将采取网上预先报名及现
场确认的形式进行。

国家教育部已委托中华人民共
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
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办公室（联招
办），负责网上报名及录取审核工作，
并委托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
心承办现场报名确认、报名资格审
核及招生宣传等工作。

根据2019年招生程序，各院校
可根据考生报考资料安排面试，7
月下旬在网上公布录取名单。

内地 112 所高校免试招港生
3月起网上预先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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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中央
人民政府 2 月 26 日向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发出公函，就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禁止“香港
民族党”运作一事表明意见。全
文如下：

2018 年 9 月 24 日，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保安局局长作出命令，禁
止 “ 香 港 民 族 党 ” 在 香 港 运 作 。
2019年 2月 19日，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作出决定，
确认保安局局长命令有效。中央人
民政府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
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依
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
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
民政府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
方行政区域。维护国家主权、统一
和领土完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的职责，也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
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依法
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负责。请行政长官就依法禁止“香
港民族党”运作等有关情况向中央
人民政府提交报告。

中央政府就香港特区政府依法禁止
“香港民族党”运作发公函表明意见

本报澳门2月26日电（记者苏
宁） 澳门特区政府保安司26日上午
举行新闻发布会，保安司司长黄少泽
强调，尽管去年澳门的治安形势保持
稳定良好，但保安部门将对治安形势
保持更高警觉，强化执法意识和应变
能力，完善执法支援机制，完备执法
手段，更高效地应对各种突发治安事
件，继续维护稳定良好的治安环境，
确保市民安居乐业，保障今年各项重
要活动的顺利进行。

据黄少泽介绍，2018 年澳门警
方共开立刑事调查案件14365宗，比
2017 年宗微增 0.5%，其中“暴力犯
罪”647 宗，较 2017 年下降 21.1%，主
要是“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即俗称
的“非法禁锢罪”下降 29.8%，抢劫及
强奸案件分别下降 36.1%和 11.4%，

绑架、杀人及严重伤人案件继续保持
零案发率或低案发率。但性侵儿童的
案件大幅上升50%，达到27宗。

在“侵犯财产罪”中，诈骗及
高利贷罪都有所增加，抢劫及勒索
案件有所下降。去年澳门保安系统
加强了对俗称“换钱党”的非法兑
换货币活动打击力度，全年共开展
913 次截查行动，截获“换钱党”
人员 3050 人并全部遣返，其中的
2269人一年内被禁止入境。

2018 年被截获的非法入境者
814人，比2017年下降23.3%。各部
门截获“蛇头”数量继续上升，而
截获的非法入境者人数则持续下
降，显示警方通过有针对性地部署
打击犯罪源头，有效地遏止了非法
入境行为的发生。

澳门保安司发布2018执法工作数据
社会治安继续保持稳定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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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舟扬） 中华妈祖
文化交流协会，近日会同清华大
学、福建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浙
江农林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赴
日本冲绳，对妈祖文化在当地的历
史脉络、遗存现状、延续趋势等方
面进行了交流和调研。活动釆用拜
会相关人土、查阅历史资料、实地
考察的方式，并结合参考了学界现
有成果。

一行人拜会了冲绳那霸市久米
崇圣会和冲绳教育局文化财科等，
探讨妈祖文化在那霸市的传承情
况。据介绍，那霸市久米村人是明代

“闽人三十六姓”入冲绳的后裔。几
百年来，那里始终保持华人的一些
习俗，特别是拜祭孔子、妈祖的传
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播

做了积极努力。
那霸市目前有多处妈祖文化遗

产，比如南港川的传说拜点和上天
妃宫遗址、下天妃宫、“首里”附近
妈祖庙等。在距离那霸市船程 4 小
时的久米岛，还保持着一座完整的
妈祖庙，当地称“天后宫”，是冲绳
文化遗产点。

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的“妈祖信俗”，在世界各地有广
泛影响，有关妈祖的文化记忆十分
重要，在日本的妈祖文化，有待更
多相关人士关注。那霸久米崇圣
会，多年来重视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并为传承妈祖文化作出可贵努
力。此次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日
本冲绳之行，相关调查与研究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

今年来台陆客团大减，致台北101大楼伴手礼商店门可罗雀。
（图片来自网络）

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等调研显示

冲绳妈祖文化底蕴厚重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
要”），从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
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的政治高度谋
划全局，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谋发
展、共享红利。对于澳门来说，大湾区建设是
深化与内地合作、增进澳门同胞福祉的重大机
遇，为澳门建设好“一中心 （世界旅游休闲中
心）、一平台 （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服务平
台）、一基地 （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
存的交流合作基地） ”，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
展，开辟更广阔天地。

拓展更大发展空间

澳门是粤港澳大湾区四个中心城市之一。
大湾区建设将有效破解长期以来困扰澳门发展
的要素资源短缺、空间载体不足的难题。

一是拓宽地理空间。支持横琴建设粤港澳
物流园，加快推进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和粤澳
合作产业园，支持珠海和澳门在横琴合作建设
集养老、居住、教育、医疗等功能于一体的综
合民生项目，研究在横琴设立澳门子弟学校等
一系列创新措施，实实在在地延展澳门可利用
空间。

二是广开市场空间。大湾区建设将进一步
提升区域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市场一体化水
平，促进要素更加便捷流动，为澳门建设世界
旅游休闲中心、发展现代服务业广开市场空间。

三是提供更多就业创业和发展空间。“规划

纲要”在推进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和平台建设、
中小微企业在内地发展、港澳居民中的中国公
民在内地就业、专业人士执业，进一步放宽市
场准入，并在跨境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衔接
等方面提出多方面改革创新措施，提高民众获
得感和参与感，增进澳门同胞福祉。

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澳门在语言、文化、国际贸易网络、中小
企业协作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大湾区建设对
于澳门改变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局面，促进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澳门将迎
来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高水平参与
区域与国际分工合作的新时代。

一是在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中获得新
发展，澳门新兴产业落地生根、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有了更加良性的产业链条和市场环境。

二是在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中，澳门的特色金融、物流、旅游休闲、会
展、教育培训、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有了更
准确的发展方向和定位，得以发挥比较优势，
做优做强。

三是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携手扩
大对外开放。“规划纲要”明确支持澳门以适当
方式与丝路基金、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中
非产能合作基金和亚投行开展合作，办好中葡
论坛，研究建立中葡金融服务平台，使澳门更
好发挥与葡语国家的联系优势，与内地联手开
拓葡语国家及其他地区市场。

赋予更优发展生态

“规划纲要”结合澳门优势与特点，为澳门
精准发力，优化本地经济结构，促进经济适度
多元发展，指明具体路径。澳门应该积极对接
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中医药领域，通过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
产业园建设，结合澳门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
实验室优势以及内地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共
同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国际化。

在金融领域，推进澳门与香港和内地的错
位发展、优势互补。“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
门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发展租赁等特色金
融业务，探索建设澳门-珠海跨境金融合作示
范区。澳门的金融服务既有与内地的合作创
新，更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将成为大湾区现代
服务业体系的重要一环。

在会展领域，“规划纲要”指出，支持澳门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会议展览品牌，同
时为今后大湾区内联合办展、差异办展打造便
利机制，充分发挥澳门的硬件基础设施和旅游
人才、管理服务等方面的软实力优势。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大湾区建设为澳门发展注入强大新动能
张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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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苏州近日阳光明媚，古典园林艺圃内的梅花竞相绽放，让前来
游园的游客感受到江南早春的气息。图为游客在苏州古典园林艺圃内盛
开的梅花旁拍照留影。 王建康摄 （人民视觉）

苏州园林梅花绽放

近年来，重庆市璧山区来凤街道引进花木公司，发展花卉苗木种植和
乡村旅游业。初春时节，该村的100余亩美人梅、玉兰花等竞相开放，形成
了迷人的粉色花海，引来了大批游客踏青赏花。图为重庆市璧山区来凤街
道来凤村，游客徜徉在粉色花海里。 谢 捷摄 （人民视觉）

重庆璧山：粉色花海醉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