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4

3 月 12 日，江苏省苏州市实验小学迎来
16 名美国学生来校体验非遗。这些同学是美
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国际学校的五年级学生，
他们在苏州进行为期 3 天的游学，体验国

画、茶艺、昆曲等非遗项目，感受中华文化的
魅力。图为美国小学生在苏州实验小学体验印
制桃花坞木刻。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体验非遗乐趣多体验非遗乐趣多

3月11日至29日，“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收
香港学生计划”展开现场确认程序。程序启动
第一天便有不少学生和家长到场。现场相关负
责人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潜力大，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北上升学。

“内地现在发展快，机遇多。全世界都看好
这里，为什么我们不看好？”在现场，黄同学的
妈妈表示，虽然女儿也有收到英国高校的录取
通知书，但她还是希望孩子回内地读书。黄同
学说，自己预估文凭考试 （DSE，相当于香港
的“高考”） 成绩能达到30分，在香港应该可
以考取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
学。但是她认为香港本地对自己青睐的生物科
研专业不是很重视，就业机会少，所以她报考
内地高校，申请清华大学的理科试验班类 （化
生）。“另外，香港本地生活压力大，房价高，
内地即便是一线城市，生活压力也比香港小一
些。”

据了解，2019年参与免试招生计划的内地
高校数目比 2018年增加了 7所，新增的高校包
括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
院、湖北大学、广东海洋大学、长安大学和兰

州大学。中国教育留学交流 （香港） 中心高级
项目经理章文欢表示，之前已接到不少学生致
电询问新增院校的考试要求、考试时间地点
等，询问最多的是中央音乐学院。

同时，广东省院校是香港学生关注的重
点。该中心早前统计，2018年免试招生计划报
名人数没有随着文凭考试考生减少而下跌，反
而比 2017 年多了 600 多人，占整体考生的比重
超过5%。估计在大湾区效应下，2019年起香港
学生会更踊跃到内地升学。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黄姓男生 3月 11日报读
中山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他笑言，自己不像
身边同学为最终回乡发展而北上，而是想拓展
内地人脉，做好在内地打拼的准备。他预计文
凭考试成绩可取得 20 分以上，但认为中山大
学“很难考”。为考入该校，他不断向在内地
工作的亲朋好友了解该校情况，近期还报了补
习班备考。

家住深圳、在港读书的陈同学一口气报了
暨南大学的 4个专业，主要为酒店管理和 IT类
专业。他对暨南大学2019年新增的智能科学与
技术专业较感兴趣，认为这是因应大湾区发展

创科而开设的专业，看好其发展前景。陈同学
预计文凭考试可取得十三四分，称有信心入读
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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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部已委托内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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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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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免试招生计划中“校长推荐计划”
的考生推荐名额，每家香港中学由 6 个名额增
加至 8 个。而“校长推荐计划”的最低录取标
准维持不变，学生在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4
个核心科目 （即中国语文科、英国语文科、数
学科和通识教育科） 的分数总和须为10分或以
上，且每个科目的分数不得低于2分。

内地高校免试招生在港启动现场确认

港生跃跃欲试北上升学展才华
瑞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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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对台工作中贯
彻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台湾同胞一
视同仁，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
胞’。这是对台湾同胞说的知心话、暖心话，
充满温情。”富丽 （香港） 国际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局主席、甘肃省台联副会长蔡培辉代
表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对台工作既要
着眼大局大势，又要注重落实落细。”

推动交流提质增效

台盟中央副主席、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张泽熙
委员说，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深刻把握两岸关系发展大局、深入了
解台湾岛内社情民意基础上提出的最新要求，

“我们要学深学透，通过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往心里走的工作，不断增加岛内民众的归属
感，推动两岸民间交流交往提质增效。”

“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福建省
台联副会长梁志强代表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

“两岸要应通尽通”印象深刻，他说，提升经贸
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
业标准共通，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对台工作

的新指引，领域更多，层次更丰富。

心灵深处增进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两岸交流合
作，加大文化交流力度，把工作做到广大台湾
同胞的心里，增进台湾同胞对民族、对国家的
认知和感情。

“在对台工作中，未来要继续加大两岸民间
特别是基层民众间交流的力度和广度，积极推
动重庆与高雄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在职业教
育、农业、旅游观光等方面携手发展。”重庆市
台联会长许沛代表说，要以心交心、以情换
情，让台湾同胞感受到大陆的温情与诚意。

“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桥梁，可以很好地从心
灵深处增进台湾青少年对民族、对国家的认知
和感情，增进两岸青少年的心灵共鸣，构建紧
密联结两岸的友谊纽带。”福建省南平市台湾同
胞联谊会会长陈建华委员说。

创造更多发展机遇

去年以来，国台办联合相关部门推出“31
条惠台措施”，福建实行“66条实施意见”，取
得显著成效，广大台湾同胞都是受益者。

“党中央对台方针政策深得两岸民心，近年
来，台湾同胞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祖国大陆的

善意，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了解到大陆日新月
异的发展变化，纷纷来大陆寻求发展机会。”张
泽熙委员建议，在完善数据支撑、技术改善、
资金配套等保障措施的同时，突出个性化服
务，为台湾同胞创造更多发展机遇、开拓更广
阔的成长空间。

蔡培辉代表认为，青年是两岸融合发展新
路的关键群体和领域，要培育从交流发展向融
合发展深化的“生长基点”，构建两岸青年在空
间、时间、心灵等方面的融合。

梁志强代表说，福建省台联将在探索两岸
融合发展新路上下功夫，持续探索两岸在电子
商务、婚庆、建筑等领域的青年交流合作新模
式，构建闽台一家，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
一家园”。

作为因台而设、因台而兴的综合实验区，
近年来，平潭各方面建设获得了巨大发展。福
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林文耀代表表示，要以更高的要求、更
实的举措，加快把平潭打造成为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的新载体、两岸同胞共建共享的第一
家园。

“我们一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继续做好海
峡两岸融合发展的工作。”陈建华委员表示，要
进一步扎实推动惠台措施落地生效，从学习、
就业、创业等领域着力，切实服务好前来大陆
的台湾同胞。

让台胞感受到大陆的温情与诚意
——两会代表委员热议习近平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张 烁 陈支援 杨 柳 何 璐

据新华社北京电 连日来，海外华侨华人关
注政府工作报告涉港澳台内容，并注意到“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海外华侨华人普遍认为，“和平统一、一
国两制”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
慧，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历史大势。

新西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会长朱玺认
为，“一国两制”的提出是为了以和平方式实现国
家统一，香港和澳门回归正是“一国两制”的成
功实践。菲律宾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吴建省
说，“一国两制”因其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
一，在实践中展现出鲜活生命力，对解决台湾问
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白俄罗斯华侨协会会长刘
洋表示，“一国两制”，“一国”是根和本。制度不
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吴昊认
为，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和
平统一大业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波兰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招益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
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这一讲话宣示了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决心和底气。

埃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建南表示，
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所有海内外中
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台湾的前途命运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存在内在联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台湾同
胞定然不会缺席”。

乌干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方忞表示，
在乌华侨华人将继续高举反“独”促统大旗，多
为中非合作穿针引线，为祖 （籍） 国统一和发展
贡献力量。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会长李锦
辉说，在巴华侨华人坚决反对包括“台独”在内
的一切分裂行径，将以实际行动为实现祖 （籍）
国统一、民族复兴推动营造更好国际环境。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主席徐小平表示，海外华侨
华人要利用自身优势，为实现祖 （籍） 国和平统一当好宣传员。埃塞
俄比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潜晓说，海外华侨华人应做好中外沟
通桥梁，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和中国历史文化，为祖 （籍） 国统一创造
更好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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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讲座解疑释惑

香港驻陕联络处服务当地港企
举办讲座解疑释惑

香港驻陕联络处服务当地港企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记者任
成琦、柴逸扉） 针对蔡英文及民进
党当局提出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
案，进一步恶化两岸关系，国台办发
言人安峰山 12 日应询表示，近期，
蔡英文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行径，
本质就是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
景，抗拒两岸和平统一大势、谋求

“台独”分裂。其不断肆意攻击大
陆，欺骗台湾民众，煽动两岸敌意，升
高两岸对抗，恶化两岸关系，是在拿
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做赌注，捞取选
举私利，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一党

之私。陆委会更是变本加厉，处处设
限，站在台湾同胞利益福祉的对立
面，极力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实走好
的步伐，只能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

安峰山再次强调，“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是我们一贯的基本方
针。“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
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
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
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
任何逆潮流而动的“台独”分裂行
径都阻挡不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
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记者任
成琦、柴逸扉） 3 月 11 日至 12 日，

“印太地区保卫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
话”在台举办，美国国务院宗教自
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与会。国台

办发言人安峰山12日应询指出，外
交部已就此表明我态度。我要重申
的是，我们坚决反对我建交国和台
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坚决反对我建交国和台湾地区
进 行 任 何 形 式 官 方 往 来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任 何“ 台 独 ”分 裂 行 径 都 阻 挡 不 了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记者叶
晓楠） 12日上午，首都各界人士会
聚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简短
而庄严的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
世94周年，深切缅怀这位伟大的民
主革命先行者。

上午11时30分，参加仪式的各
界人士在孙中山先生塑像前肃立默
哀并三鞠躬。全国政协副主席杨传
堂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
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代表中国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中央统

战部副部长许又声代表中共中央统
战部，北京市副市长张家明代表北
京市政府，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
北京市委会主委王红代表中国国民
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向孙
中山先生像敬献了花篮。

纪念仪式由民革中央副主席刘
家强主持。万钢和周铁农、齐续春以
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
战部、民革中央、北京市等方面负责
同志，部分在京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议的代表、委员等出席仪式。

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逝世94周年

本报西安电 （张一辰） 3月11
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成都经
济贸易办事处、陕西省人民政府港澳
事务办公室、香港西安商会等联合主
办的“税务及劳动法专题讲座”在西安
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成都经
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李蕴妍表示，驻陕
西联络处自2017年成立以来，一直密
切留意陕西的经贸发展，与大家分享
相关信息，服务在这里的港人港商。

此次活动邀请国际知名会计师
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业界专家，从
内地个人所得税改革、劳动法案例分
享、港人在内地工作和生活新政等方
面进行专业讲解分析。随后，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
处对香港人才入境计划作了介绍。在

活动现场，普华永道中国个人税务咨
询部人员围绕个人所得税改革亮点、
一人一税号与信息共享下的税收征
管、个人所得税改革对港商影响等三
部分内容进行了演讲。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陕
港两地在经贸合作方面日益密切。据
统计，2018年，陕西对香港进出口贸
易总值为 614.9 亿元人民币。陕西省
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副巡视员
姬文魁表示，目前香港已成为陕西最
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投资项目和投
资金额占全省境外投资总额的 40%
以上。历届陕粤港澳经济合作周的举
办，为促进陕港经贸合作发挥了重要
桥梁作用，陕港两地应当抢抓机遇，
不断让合作关系得到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