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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王晨
曦） 澳门科技大学澳门传媒研究中
心近日发布2019澳门青年思潮调查
报告。调查显示，澳门青年普遍看
好澳门和内地发展前景，更加关注
社会议题。

调查显示，18岁以下的澳门青
少年对澳门发展的认同度最高，达
到八成。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
展，内地对澳门青年的吸引力增
强，64.7%的澳门青年相信内地会
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综合 2017 年
至 2019 年三年的调查结果发现，
澳门青年普遍看好澳门和内地的发
展前景。

同时，澳门青年普遍有强烈的
社会安全感、幸福感、信任感和满
意度，持续三年有超六成的澳门青
年表示感受到较为强烈及以上的安

全感。但是，也有 34.3%在 18 至 25
岁期间的澳门青年表示，有较强烈
及以上的压力感。

在社会议题中，气候、交通、
美食是受访青年人最关注的热点，
大型工程和大湾区建设也进入前五。

澳门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张志庆
表示，澳门青年作为推动澳门社会
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新生力量，其社
会认同、社会感受、社会议题关注
等社会心态特征更具多元性和复杂
性。调查报告对于澳门推动新时期
青年工作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本次调查由澳门科技大学澳门
传媒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大数据传
播实验室、澳门传播学会及澳门创
智发展研究协会联合开展，是继
2017年、2018年后第三次对澳门青
年展开社会心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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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当局说要让台商回流，可这不是喊喊口
号就能解决的事情。岛内仍有‘五缺’问题待
解，企业转移生产线也要考虑时间、金钱成
本，况且并不是每一家企业都有能力转移！”针
对台商返台投资的话题，台湾三三会理事长许
胜雄不无忧虑地表示。

近期以来，台当局鼓吹台商回流政策，台
当局领导人更是要求有关部门把今年台商返台
投资的金额目标订为5000亿元新台币。但在台
湾工商界人士看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他们表示，台商不是喊回来就能回来，产
业布局的调整没那么容易做到。

不能只会喊口号

“当局要台商回台投资不能光画大饼、喊口
号，只讲原则而没有实质的‘政策牛肉’，这样
最终会绑死台湾经济。”台北经营管理研究院院
长陈明璋认为，台当局希望台商回流，总要拿
出具体政策来才行，台商只有看得到红利才可
能回来。

大陆全国台企联发言人叶惠德说，中美经
贸摩擦升级确实对台企产品出口美国有影响，
但这不意味着台企回迁岛内就能避风险、降成
本。“光迁一个厂要重新投入许多成本，况且台湾
各项生产要素的成本还是很高。民进党当局的这
些口号说穿了只为拼选举，而非经济考量。”

三三会副会长林伯丰表示，如果用空泛的
口号或一个单纯的期待就想让台商回流、在台
湾建立产业链，这是难以实现的。倘若台湾要

把相关产业链建立起来，需要思考的层面与范
畴相当多，包括技术、资金、人力等，这些内
容都要有相当精细的规划，也要有较强的执行
力才能落实。“台当局应当好好思考如何让台湾
的投资环境变得更好、更友善、更有利于台商
进行产业布局。”

“五缺”问题待解决

台商回流的主要疑虑在哪？林伯丰说，岛
内的“五缺”问题仍待解决，这是大家最关心
的话题。

所谓“五缺”，就是台湾面临的缺地、缺
电、缺水、缺人才、缺劳工的问题，这些因素
影响了跨国公司和台商在岛内的投资意愿。

台企力晶集团创办人暨执行长黄崇仁认
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在搞“非核家园”，如果台
商回流，那么电在哪里？还有劳工和土地方面
的问题，有关部门都应提供细化资料，告诉大
家解决问题的方式和举措，这样才能让台商放
心回来。“我们现在在台湾找地建厂就找得很辛
苦，万一没电更是会吓得要命。这种情况下，
谁能没有疑虑呢？”

“有些生产线无法全自动化运作，需要人力
协助。但是企业能否在台湾招到足够数量的业
务员，来完成这些零组件的生产呢？”许胜雄忧
心忡忡地说道。

对于台商回流可能引发的缺地问题，台
“经济部次长”王美花直言，目前通过审核的台
商大多在台湾有厂房，但后面申请回台的企业

就未必都有现成厂房与土地。假如回流数量继
续增加，那么土地等方面的供给问题需要仔细
规划考量。

大陆依然优势多

“蔡英文声称台湾要抛弃‘台湾接单、大陆
制造、出口美国’的三角模式。但问题是少了
大陆那一角，新的一角在哪里？”陈明璋表示，
尽管中美贸易战仍在进行，但两岸乃至全球的
经济链还是相互依存的，台湾不可能单靠自己
生产所有东西。

北京大学台籍教授林毅夫认为，相较而
言，大陆仍然是台商机遇最多的地方。“中国大
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着数量可观的中产
阶级，经济增长率在6%以上，经济规模占世界
经济比重的 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0%左右，发展潜力巨大。”

许胜雄坦言，中美贸易战对台湾电子业是
严苛的挑战与考验，从贸易战开打以来，台商
就着手进行新的规划与布局。但是，大陆经过
几十年的发展，产业供应链建立得非常完备，
这不是其他区域可以相比的。因此要台企从大
陆完全移出，困难很大。“因为这牵涉到整个产
业链的问题，比如生产 1 台电脑需要一两千个
零部件，台湾难以完整供应所有的配件和材
料。因此，这段日子虽然有些台商的部分生产
线移回了台湾，但是相当大的部分还是会留在
大陆。”

（本报台北5月20日电）

台当局鼓吹台商回流

台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本报记者 柴逸扉

“花生每亩收益多少？”“您老了谁来种花
生？”“你觉得在这里生活的幸福指数有多
高？”近日，福州市永泰县长庆镇迎来台湾设
计师。他们走村入户，为乡村发展与产业活化
出谋划策。

“同心杯”两岸青年乡村振兴研修营近日分
成花生产业组、毛竹产业组、李果产业组等开
展调研。台湾博森设计总监李潘龙所在的“花
生产业与整合输出组”来到长庆镇中洋村。

中洋村的气候条件适合种植花生，村里
流转了 200 多亩土地，吸收 78 户农户加入花
生种植基地。设计师们来到花生种植户魏建
忠 家 里 ， 在 屋 外 的 长 板 凳 上 聊 了 近 一 个 小
时；沿着村道往前走，他们碰到 50 多岁的朱
春强扛着锄头赤着脚在田里松土，大家隔着
田垄聊花生的故事；在乡村别墅里，大家从
70 多岁的朱朝明那里得知，老人种花生也种
油茶，他的儿女和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
在泉州开超市……

长庆镇镇长陈承勤说，全镇种植了2500多
亩花生，平均每公斤花生能卖三四十元，但感
觉仍有提升空间。“我到台湾买凤梨酥，一盒十
小块卖50元人民币，他们的包装和营销值得我

们学习。”
“乡村振兴，除了建筑物改造以外，如何做

好活化工作，是我们着力的重点。”李潘龙说，
深入了解当地村民需求后，希望借助台湾经
验，帮助他们提升产品价值，做更多推广。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问问村民的幸福指
数。”“80后”台湾营员庄家竣说，知道老百姓
的需求很重要，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
做更有针对性的辅助。

另一名“80后”台湾营员游杰腾说，这里
好山好水，但也和很多地方一样面临老龄化危
机。希望通过产业活化，为更多年轻人返乡创
业就业提供更多空间，让年轻一代重新审视土
地价值，发自内心认同家乡土地的馈赠。

“我在大陆接触到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有
活力。两岸年轻人可以一起工作，给彼此更多
启迪。”他说。

在长庆镇政府旁边，有一座由台北见学馆
团队和福建省南方建筑设计团队共同出资设计
的“农技站”，分为农业服务站、熟食谷物贩售
间和在地物产展售间，风格清新，环保又文艺。

作为台北见学馆团队的一员，李潘龙参与
了农技站的建设过程。他说，经过空间改造活

化利用，农技站还保留以前的农药化肥种子等
销售部分，但更希望它成为农民交流和传递资
讯的地方，成为外来者直观了解当地物产与文
化的窗口。

从方案设计开始到完工，农技站的“重
生”历时 20 多天。“当我们在做改造时，每天
都有很多村民来围观，他们不知道这里是要改
成面包店，还是咖啡厅，充满好奇。激发村民
参与，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李潘龙说。

“农技站公益改造由两岸团队共同发起、共
同出资、共同设计、采购、施工，希望成为美
丽乡村和产业活化的示范案例。”福建省南方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副院长林孟彬说，此次合作体
现了两岸融合优势。台湾团队把乡村产业活化
经验引进大陆，我们熟悉当地政策法规，可以
寻找到合适的落地方案。希望未来可以进一步
合作，将这些优势继续推广开来。

“同心杯”两岸青年乡村振兴研修营由福建
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与民革福建省委共同
主办。包括18名台湾营员在内的两岸30多名文
创设计师、建筑设计师、品牌营造师等，通过
实地探访永泰乡村、开展田野调查、举行讲座
研讨等方式，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

村里来了台湾设计师
许雪毅

村里来了台湾设计师
许雪毅

本报北京 5月 20 日电 （尹昊
文） 20日上午，香港侨界千人访京
团在长城脚下歌唱祖国，献礼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本次活动由香港华
侨华人总会 （以下简称侨总） 主
办，中国侨联等机构支持，汇集了
香港、印尼、美国等地侨胞 1040
人。活动旨在弘扬香港侨界爱国情
怀，并希望能感染更多侨胞、更多
港人热爱祖国，让爱国主义精神代
代相传。

访京团在水关长城合唱 《我爱
我的祖国》、《歌唱祖国》 等经典曲
目。现年 88 岁的印尼老华人麦清
河，舞动2米长的大红绸。“在长城
脚下舞红绸，是我多年来的愿望，今
天终于实现了。”麦清河说，“上次来
北京还是 30 多年前，祖国发展日新
月异，我一定要将祖国的变化讲给年
轻一代听。”

访京团还将参观天安门广场、
国家大剧院等著名地标建筑。

香港千人访京团在长城歌唱祖国香港千人访京团在长城歌唱祖国

2019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近日在台北举行。展会吸引了岛内各县
市政府、航空公司、旅行社、饭店、民宿以及大陆部分省市和海外的
旅游机构前来参展，展位达近1200个。为吸引人气，各展位主打特色
项目，推出互动体验活动，以求获得更多顾客的关注。

图为花莲县政府在展位推出当地少数民族歌舞表演。
本报记者 柴逸扉摄

本报南宁5月21日电（记者刘
佳华）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近日
印发《关于征集2019年度“港澳台英
才聚桂计划”工作岗位的通知》，启动
实施“港澳台英才聚桂计划”，加大力
度招纳三地青年科学家到广西工作。
广西对每名港澳台英才在广西工作
期间每月补助生活费1.25万元，每半
年补助科研工作经费2.5万元。

该计划 2019 年首批支持中医
药、新材料、电子信息、物联网、
海洋资源、节能环保、汽车、高端
装备制造、制糖等广西重点发展的
产业领域。要求入桂英才年龄未超
过45周岁，在获资助期内能够全职
在广西开展科研工作，具有博士学
位或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杰出贡献，

对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急需紧
缺人才将予以优先考虑。“港澳台英
才聚桂计划”是 《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 出台后，地方出台的
首个三地人才引进专项计划。旨在
接收港澳台三地的优秀青年科学家
到广西开展科研工作，丰富和充实
广西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并强化科
技创新合作，推动形成区域科技产
业协同创新体系，为科技创新与产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广西加快引进国内外
高端人才，去年启动实施“百名东
盟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入桂工作计
划”，目前已落实东盟国家及“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31名青年科学家到
广西参与科研工作，成效良好。

广西专项计划引进港澳台人才

印尼华人麦清河在舞动红绸。 尹昊文摄

5月18日至22日，第二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暨第二十一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在福州举行，作为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本次展会设有
台湾青年创业展区，吸引21家在榕台湾青创企业近50个项目参展。

图为观众在第二十一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的台湾青年创业展区参观。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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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青年看好内地发展前景

载歌载舞拼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