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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欧阳娜娜这几天被
某些网友指成“台独”，她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

“一直坚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坚定支持一个
中国原则……我为我身为中国人骄傲”。她父亲
也回应台湾媒体称，自己支持“九二共识”、一个
中国，那些说女儿“台独”的人是乱扣帽子。

这真是似曾相识的一幕。2018年，台湾演
员宋芸桦遭网友指责“台独”，她随后发文称

“我是中国人，台湾是我的家乡，中国是我的
祖国。”2017 年，台湾艺人林心如拍的电视剧
被人举报为“台独”，并被大陆视频网站短暂
下架。一系列网络事件表明，大陆人对台湾有
很深的感情，从心底里把台湾民众当亲兄弟，
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兴风作浪。

但也由于台湾问题复杂敏感，我们在表达
自己的情绪时，更需要多一份理性客观。“台
独”对大陆来说属于“零容忍”。因此要尽量
避免在没有充分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武断
地给台湾艺人扣上“台独”帽子。

岛内有人经常在网上故意抹黑一些并无
“台独”言行的艺人，让不了解情况的台湾民

众对大陆产生负面观感，觉得大陆“文攻武
吓”“强权打压”“政治逼迫”之类，升级两岸
对抗，挑拨民众情感。大陆网友看到此类消
息，应加以理性甄别。

台湾艺人来大陆发展，正是两岸彼此加深
了解、增进情谊的好机会。两岸分离近 70 年，
因特殊的历史遭遇和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形成不
同的心态。重新拉近心理距离，需要真诚、尊
重、善意、包容，更需要时间。最忌讳也是某
些“有心人”最愿意看到的，就是两岸民众互
相指责、攻击、贴标签。

蔡英文当局上台以来，用尽软硬手段阻碍两
岸交流，升级两岸对抗，对两岸民众或多或少产
生了一些影响，也难怪欧阳娜娜的父亲感慨，两
岸关系不好，就容易动辄得咎，以前有的谅解、体
谅跟包容、和谐，从民进党上台后就没有了。

如何化解隔阂？最好的办法是面对风波、
就事论事、理性客观，用“慧眼”识破计谋。
宋芸桦、林心如等事件，尽管“绿营”都在卖
力炒作，但由于大陆处理较为理性客观，最终
平稳落地。许多大陆网友和媒体都接受了宋芸

桦的道歉，她主演的电影不仅没有下线，票房
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由林心如参演的电视剧
也在很短时间内重新上线播放。许多台湾民众
因此看到了大陆的真诚、善意、包容，对大陆
多了一份认可。

在大是大非面前，大陆一直坚持“红线”
“底线”，对有真凭实据的真“台独”，打击从
未手软。国台办此前就明确表示，不会允许持

“台独”立场和具有“台独”言行的台湾艺人
参与的影片在大陆上映。台湾电影 《强尼·凯
克》 在大陆上映前被指主演之一柯宇纶曾有

“台独”言行，随后该片在大陆上映一事被搁
置。但即使是对这样的人，国台办发言人也表
示，如果这些台湾艺人认识到“台独”的错误
和危害，从思想上、行动上发生转变，我们持
欢迎态度。这不正为处理此类事件指出了一条
正路吗？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3 月 15 日表决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近段时间
以来，港澳台媒体纷纷就此评论称，外商投资
法顺应中国经济发展要求，将让中国继续成为
全球投资热土，与此同时，港澳台企业享受的
优惠待遇将只增不减，迎来更多发展机遇。

提升外商投资信心

香港 《大公报》 近日刊发题为 《外商投
资法顺应中国经济新时代》 的社评指出，外
商投资法在促进市场开放的同时，也为外商
提供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法治保障，
这不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中国的信
心，还顺应了中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要求，
通过高水平开放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表示，中国制定外商投资法，受到
全球瞩目，主要是明文规定了外商在中国投
资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尤其是外商关注的
事项，这犹如向外商大发“定心丸”，向全球
释放出中国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
化的信号，引领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向前发展。

香港 《文汇报》 评论文章说，外商投资
法将自上而下给中国市场带去新的开放理
念，潜移默化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土壤，让
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向纵深。

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电台节
目时说，在国家不断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内
地推行外商投资法，再次确定国家继续改革
开放、引入和稳定外资的政策，对内地经济
具有积极作用。

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

台湾《旺报》发表题为《外商法保障 陆
经营环境飞跃》 的综合报道，关注到两会期
间外商投资法的审议，称大陆保障外商投资
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标准制定工作、保护外国
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等，有力
展示大陆引资的决心，必将进一步增强外商
赴大陆落户的信心。

《澳门日报》报道说，澳区全国人大代表
吴小丽认为，国家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
势下制定外商投资法，说明国家开放的决
心，中国欢迎外国投资者，所以对外商的投资给予立法保障。

《香港商报》刊发题为《外商投资法利外资利港商》的文章表示，多位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均表示赞成和支持外商投资法，认为该法案对于吸纳外
资会有更大的作用。

香港 《大公报》 评论文章说，中国制定外商投资法，是在发展更高层
次开放型经济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一系列扩大开放措施下，2019年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可望再创新高，继续成为全球投资热土。

港澳台优惠只增不减

针对外商投资法是否适用于港澳台地区，港澳台舆论一直予以高度关
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5日在中外记者会上明确表示，港澳台投资可以
参照或者比照适用外商投资法，而且我们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一些制度安排
和实际做法还要继续沿用，不仅不会影响，而且会有利于吸引港澳台的投资。

《香港商报》文章援引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黄友嘉的话说，法案明确保障外
资与内资有同等待遇，表现国家对外开放的决心。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措施的
推出，香港将享有新机遇，港商应保持信心。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曼琪表示，
外商投资法可令国家整体营商环境更好，对港商会有更大好处，港商除了在

“一国两制”下享有国民待遇，也较熟悉国际规则，可享更多优势。
《澳门日报》的报道文章援引澳区全国人大代表何雪卿的表述说，外商

投资法释出国家依法治国，坚定走改革开放路线的信号，同时也对港澳台
商释出强烈讯息，即原有的政策会持续，并会越来越好，这给予了港澳台
商人很大的信心。

香港 《文汇报》 评论文章说，港商的有关投资会根据外商投资法、
CEPA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及未来粤港澳大
湾区可能出台的新政策处理，优惠和机遇只增不减，港商可以更好地在国
家改革开放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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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给台湾艺人乱扣“台独”帽子
汪灵犀

日 月 谈

“交朋友，做生意。”3 月 22 日，台湾高雄
市市长韩国瑜率领高雄市经贸访问团访港，拜
会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中联办，出席由香港中
华出入口商会举办的“友好合作协议签署暨高
雄市经贸介绍会”，与多名香港工商界、旅游界
人士交流分享，展开一场“经济之旅”“情感交
流之旅”。

“满载而归！订单卖得非常好，人与人之间
的交往、感情的交流很顺畅。”23 日，韩国瑜
在离开香港时表示。

人进来了，货卖出去了

“身为市长，我必须当超级推销员的角色，
尽量把高雄的形象推销出去，提高国际知名
度。”早在赴港访问前，自称为“卖菜郎”的韩
国瑜就向媒体表示，希望今后在香港找个展示
中心，定期把高雄的农产品、水产品、加工
品、鲜花、肉类、中草药等推销出去，做到

“货能出去，人能进来”。
22 日下午，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友

好合作协议签署暨高雄市经贸介绍会”上，高
雄市农会、高雄区渔会与港澳、北京、上海
等地企业共签署 8 项农渔水产及加工品采购
合约，期限由 1 年至 4 年不等，总额超过 20 亿
元新台币。

“好朋友之间多来多往，高雄、香港两地一
家亲。”在活动仪式上，韩国瑜介绍了高雄市经
贸情况，现场展示了高雄的农产品，并向各界
保证说，高雄会尽量提供最佳品质的货品，让
消费者安心采购。

他表示，这次访问是“经济之旅”“情感交
流之旅”，“我们带领整个高雄团，第一交朋
友，第二卖东西，第三希望香港各界好朋友不
嫌弃，多来高雄，多看看，多旅游，看看有没
有投资的环境。”

目前，台湾的水产品、农产品只占香港市场
的3.6%。韩国瑜对此感慨说：“很明显，过去台湾
忽略了香港这个重要市场，所以未来高雄一定要

一马当先往前冲。”他希望未来台湾的农特产品
在香港市场的占有率最少能达到10%左右。

一次访问就签署了 8 份合作协议，让台湾
同胞备受鼓舞。有网友在台湾媒体网络直播窗
口下留言：“签约签到手软啊”“韩市长带我们
一起飞”“这才是一家人”“有一种莫名的感
动，油然而生”……还有网友幽默表示：“突然
觉得有点羡慕高雄人了。”

交流多了，合作空间会更大

韩国瑜此次率团访港，时间不足 24 小时，
行程充实而紧凑。

他此前表示，这次访问时间紧，香港的金
融、管理、政府行政效率，还有交通运输、双
语教育、创意产业等要慢慢学习。“在香港只有
一天，只能多宣传高雄，多交朋友，介绍产
品，大家彼此留个美好的印象。”

22日上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
礼宾府与韩国瑜会面时表示，香港与台湾经贸
人文往来频繁，既是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对方
的主要旅客来源地。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
航运及物流中心，不少台湾企业来港发展，从
事金融服务、创新科技、餐饮和消费产品等业
务，利用香港的优势开拓海内外市场。

林郑月娥欢迎未来有更多高质量的高雄渔
农产品出口至香港，或经香港转口至其他地
区。期望通过对方此次访问，进一步推进香港
与高雄的交流，开拓更多合作空间。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也在签约
活动上表示，他相信这次高雄农会和渔会的代
表来港签署合作协议，一定能为高雄的产品开
拓更大市场，找到更多商机。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主办了相关经贸合作
签约活动。会长林龙安认为，高雄和香港同样
是国际著名港口城市，民风相近，血脉相连，
同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这是双方良好的合作
基础。韩国瑜应邀率团访港，为双方加强经贸
合作搭建了一个好平台。

“各位香港的好朋友，欢迎来高雄，来得越
早赚得越多。”韩国瑜说。

只有道路，没有围墙

访港期间，韩国瑜形容高雄这个经济巨人就
如白雪公主，被白马王子亲一下就能醒了，未来
不可限量。他此前曾表示，两岸经贸往来从没停
过，希望这些经贸活动得到祝福，是快乐的。

“高雄市的未来只有朋友，没有敌人；只有
道路，没有围墙。”22 日晚间，韩国瑜等人乘
坐天星小轮畅游维多利亚港，与香港旅游业界
交流，在码头下船时对记者这样表示。

当晚，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在中联办大
楼内会见韩国瑜一行，对其来港参访交流表示
欢迎，并介绍了香港回归祖国21年来取得的巨
大成就和进步。会见结束后，韩国瑜再次对记
者表示，“高雄的未来就是一定要彻彻底底地开
放，把围墙全部拆掉”，此行目的就是“尽可能
卖东西、尽可能交朋友”。

23日早上，韩国瑜一行参观了港珠澳大桥
东人工岛，并表示“震撼人心”“开创了先河，
很了不起”，港珠澳大桥的建造可以为促进城市
与城市之间的连接提供经验。

韩国瑜率团访港引起香港社会极大关注和
高度赞赏。《星岛日报》社评指出，韩国瑜展开
港澳深厦之旅，以务实拼经济为主调，若能借
此妙手成功带领沉疴多年的高雄经济回春，将
对台湾如何推进两岸良性交往以谋双赢提供示
范，也对香港有一定启示。

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风对媒体表
示，韩国瑜此访非常成功，安排紧凑、准备充
分、成果巨大。韩国瑜之所以受到香港各界欢
迎，原因就在于他坚持“九二共识”，有强大民
意基础支持他前来港澳和大陆访问。

韩国瑜一行此后还将陆续访问澳门、深
圳、厦门，就农产品外销、观光旅游、两岸城
市邮轮直航等议题进行交流。

（本报香港3月23日电）

常来常往 共进共赢

韩国瑜访港推销高雄
本报记者 张庆波 陈 然

3月23日，一场“两岸一
家亲 两岸一家人”快闪在江
苏省苏州市苏州中心进行。在
苏州的 2600 个两岸婚姻家庭
中，70 个家庭成员代表来到
现场挥舞五星红旗，齐唱《大
中国》《我爱你中国》，表达两
岸同胞热爱祖国之情，向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两岸同胞唱响

《大中国》

两岸同胞唱响两岸同胞唱响

《《大中国大中国》》

本报台北3月23日电（记者王
平、孙立极） 台湾铭传大学与天津
大学等多所大陆院校22日在台北签
约，结为姊妹学校，并签署学术交
流和学生交换协议。

签约仪式上，天津大学、东北
师范大学、沈阳工程学院的学校代
表与铭传大学校长李铨分别签署协
议，缔结为姊妹校。河南理工大学、宁
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则与铭传大学
续约，继续保持姊妹校关系。此外，湖
北经济学院与铭传大学签署了旅游
管理专业项目合作协议。

李铨表示，铭传大学与大陆高校
保持紧密合作，是希望能够提升自身

竞争力，促进两岸教育共同发展，让
两岸高校的教师学生都能获得更多
交流、学习的机会。

天津大学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
谭超表示，天津大学的校训“实事求
是”和铭传大学的校训“诚、朴、敬、
毅”相近相通，两校合作有良好的基
础，希望两岸高校未来可以携手推动
学术交流和学生交流。

铭传大学成立于 1957 年，其校
名有纪念清朝台湾巡抚刘铭传之意，
是台湾私立大学中招收大陆学生最
多的高校，目前已和大陆156所高校
结盟，其中包括27所“985”大学和21
所“211工程”大学。

铭传大学与大陆多所院校结盟合作

3月23日，第24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在北京开幕。此次教育巡回
展共吸引来自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所高校和教育机构参展。

图为工作人员在巡回展上向参展者介绍香港学校。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