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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无锡电（孙权） 近日，第二届无锡太湖创“芯”峰
会暨2019无锡·台湾集成电路设计产业交流论坛在江苏省无锡
市滨湖区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代表和行
业专家齐聚一堂，就集成电路设计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相关问
题开展互动交流。

现场参会的台企代表表示，无锡滨湖集成电路产业实力
雄厚，未来前景广阔。同时，这里的政府部门效率高、服务
意识强，注重为台商解难题、办实事。近年来，滨湖区把落
实好“惠台31条”当做工作重点，多次组织惠台政策反馈解
析会，依照无锡市 《关于深化锡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
意见》，听取台商、台胞、台属在教育、医疗、实习、创业、
就业、居住、生活、企业投资等方面所关心和遇到的问题。

无锡是大陆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聚集地，以世芯电子、
橙芯微电子、尼克森微电子等为代表的台湾知名集成电路设
计企业目前已在无锡滨湖区落户。

台湾集成电路业者无锡论剑台湾集成电路业者无锡论剑

初夏时节，台湾高雄爱河两旁的凤
凰木花开，满树火红。

“来，和新娘对视……”“新郎笑一
笑……”摄影师们使尽浑身解数调动着
新郎新娘摆出优美亲密的姿势。洁白的
婚纱，笔挺的西装，24对新人身着精美
礼服，脸上洋溢着幸福和甜蜜。5 月 25
日，从北京来到高雄的24对新人在爱河
旁拍摄婚纱照。

“小时候就在教科书上看到宝岛台
湾，阿里山、日月潭，都是非常熟悉的
地名，平时也经常在电视和网络中看到
台湾的东西。”赵先生说自己和妻子梁
女士都是第一次来到台湾。“在印象
中，台湾风景秀丽，既浪漫，也有情
调，希望能够在台湾为我们的爱情留下
美好的回忆。”梁女士介绍说，“这次去
了阿里山，体验了当地原住民的文化和
热情，也逛了夜市，吃到了很多特色的
美食，像大肠包小肠、蚵仔煎，都很好
吃！”

“我和老头是网上认识的，2011 年
11 月 11 日结的婚，当时因为工作太忙，
都没有拍婚纱照，也是一大遗憾。今年
是第八年了，这次和其他新人一样，来
高雄补拍婚纱照，算是圆了个梦，也浪
漫了一把。”郭红向记者分享夫妻的感
情经历，笑得很开心，她口中的“老
头”是北京飚友机车俱乐部的老板苏建

平，“他是圈内非常资深的车友，大家
都叫他平哥，但我就叫他老头。”郭红
看着身边的爱人，言语中满是亲昵。

“我们这次还去了台北故宫博物
院，看到当年从大陆运过来的这些文物
在这里保存得很好，心里也很感动。”
苏建平说，“这也说明，两岸同源，历
史和文化的连接是任何外在力量都无法
割断的。”

说起这次拍婚纱的体验，新人们纷
纷给摄影师点赞，“他们的服务真的很
专业，不仅给我们挑选最好的拍照地
点，教我们摆各种姿势，还会想尽办法
让我们在镜头前展现出最美的笑容”。

“这个行业的人才是需要慢慢培养
的，年轻人刚入行要从助理做起，两年
多才能成为摄影师。”吕清正从事婚纱
摄影行业已经20多年，现在在高雄经营
着一家婚纱摄影公司，他的团队负责这
次的拍摄工作。他说：“爱河等景点已
经成为许多新人的打卡胜地。在利好政
策的影响下，我们对爱情产业也有非常
多的期待，同时我们也需要提升这些景
点和相关配套的品质，打造更加完善的
爱情产业链，这样才能让大家在高雄体
验到美好和幸福。”

本次活动的负责人、同源旅行社总
经理薛原介绍说：“这次活动筹备了三
个多月，历经很多困难，这么多大陆情

侣不远千里来到台湾拍婚纱照，是很不
容易的事情。但是最终这趟跨越海峡的
爱情之旅终于成行，我们和所有新人一
样，都抱着最美的期待和祝福。”

“两岸同根同源。不管遭遇多少干
扰阻碍，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停、不
能断、不能少。就文旅产业来讲，两岸
更是有天然的互补优势。在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的当下，文旅融合发展将可以有
更多尝试，也有更多机会。”薛原表
示，作为专注于两岸交流的旅游业人
士，我们对高雄有祝福，对台湾有期
待，对两岸关系有信心。只要两岸关系
持续朝稳定方向发展，未来肯定会有更
多的年轻朋友来台度蜜月拍婚纱。

（本报高雄5月26日电）

24对大陆新人在宝岛拍摄婚纱照

情 牵 高 雄 缘 定 爱 河
本报记者 程 龙 柴逸扉

5 月 20 日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
文就职满 3 周年的日子。连日来，岛
内不少政党、团体都举行研讨会、记
者会，历数蔡英文当局执政 3 年来的
种种劣迹。近期发布的多项民调显
示，岛内民众对蔡英文这 3 年的施政
表示不满意、不合格，对当局未来的
施政没有信心。

但蔡英文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在5
月 20日当天，她首次举办就职周年记
者会，用所谓“十大进步关键词”来
标榜自己的“成绩”，自诩“三年有
成”，还堂而皇之地称“不计毁誉，带
领台湾前进”。然而，她所谓的成绩单
丝毫经不起审视和检验。从两岸关
系、经济民生到执政表现莫不如此。

两岸关系“变坏了”

在就职三周年记者会上，蔡英文
为糟糕的政绩辩称，做得越多，被骂
得越凶。“得罪人的事，别人都第二任
再做、或干脆不做，只有蔡英文第一
任就做。”在“十大进步关键词”中，
她刻意标榜“国防自主”和“捍卫主
权”，还指责中国大陆“一国两制喊得
很大声”。

可是，对于蔡英文以“辣台妹”
形象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岛内大多
数民众持负面态度。旺旺中时媒体集
团近期的民调显示，有近 60%的民众
认为蔡英文执政 3 年来两岸关系“变
坏了”，更有56%的民众不满意蔡英文

在两岸政策上的表现。此外，有高达
45.1%的受访者同意“九二共识”是两
岸 交 流 的 基 础 与 和 平 发 展 的 关 键 ，
55.7%的民众不认为“联美抗中”可以
保障台湾安全。

台湾 《联合报》 发表社论指出，
蔡英文不时向大陆呛声几句，就自诩
为“捍卫主权”，但台湾民众因两岸关
系僵滞受到的冲击就只能各自含泪往
肚子里吞。台湾 《中国时报》 评论
说，台海局势的稳定与否是台湾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蔡英文在两
岸问题上没有方向，不善加运用具有

“定海神针”功效的“九二共识”，究
竟是要把台湾带往哪里？“两岸关系搞
不定，蔡英文奢谈什么政绩？”

经济民生“没改善”

蔡英文诡辩称，自己这三年完成
了加薪减税、扩大投资、产业升级、
非核家园、绿色能源等工作，台湾的
经济在稳定地成长，机会在增加。

对于这样的说法，岛内民众并不
买账。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公布的民
调结果显示，对于台湾近 3 年的经济
状 况 ， 感 受 到 “ 向 下 沉 沦 ” 的 达
52.2%。对于一般家庭的薪资和生活水
平，超过七成认为“没明显改善”。台
行政管理机构“主计总处”公布的数
据表明，2016年至 2018年台湾经济增
长率平均为 2.4%，呈明显下降趋势。
该机构预估今年经济增长率为 2.24%，

而如今诸多机构不断下修这一数据，
例如星展银行仅将其定为1.9%。

在中国国民党召开的蔡当局三周
年“施政总检讨”记者会上，国民党
智库批评蔡当局三年间持双重标准、
唯绿是从，推行所谓“转型正义”，没
收国民党党产，打击军公教，一年两
修“劳基法”致使劳动者权益倒退等
举措。这些行为引发台湾社会各个方
面的纷乱跟对立。与会的国民党籍

“立委”江启臣更制作了蔡当局“失”
政三周年日历，历数每月当局制造的
争议话题，不得民心的施政更是罄竹
难书。

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
究员高顺德撰文指出，蔡英文上任之
初提出要解决年金制度、能源与资
源、司法信任、贫富差距、年轻人低
薪等问题，但 3 年过去，蔡英文不但
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很多问题。

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理事长庞建
国举例表示，年金改革操作引起世代
对立与职业对立，冲击岛内消费，进
而影响经济增长；而“2025 非核家
园”政策，将增加火力发电，导致排
碳增加与环境污染，增加可再生能源
比重，导致发电成本剧增、电价上
涨，进而拖累民生。

执政成绩“不合格”

当被问到如何为自己表现评分
时，蔡英文称，执政 3 年有成，希望

大家继续支持。但岛内诸多民调都显
示，台湾民众对其处理两岸关系、发
展经济等方面的表现都不满意，学者
亦批评其表现不合格。

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执行长高永
光认为，当局执政可以用“专制、蛮
横、无能”作为整体评价。展望未
来，TVBS最新民调显示，56%民众表
示对当局未来施政没有信心。

“如果要给蔡当局打分数，我认为
不仅不及格，甚至零分都不够用，应
该考虑列入负分。”庞建国说，蔡英文正
在透支台湾的生命力，把台湾往边缘化
的方向推，领着大家往死胡同里钻。

就连民进党内部，对于蔡英文的
“政绩”也掀起批评声浪。绿营智库
台湾民意基金会近期公布民调，民众
对蔡英文的施政表现打了 55.01 分，
离及格都还有距离。对民进党当局的
施政，有 57%的人表示不满意。绿营
几名所谓的“青壮代”代表最近召开

“青壮代对蔡英文的呼吁”记者会，
指责蔡英文施政不得民心，2018 民进
党“九合一”败选之后并无真正的反
省改革，民进党中央一再为其量身订
做的初选已违反民主精神，因此要求
蔡英文放弃对下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
的角逐。

“有没有‘十大政绩’，百姓心中
自然有一把尺来衡量。对于普通民众
来说，大家最渴望的还是安定幸福的
生活。”在评价蔡英文执政 3 周年时，

《中国时报》社社长王丰这样表示。

蔡英文自诩的“三年有成”是何货色
本报记者 柴逸扉

蔡英文自诩的“三年有成”是何货色
本报记者 柴逸扉

5 月 24 日 至 29
日 ， 2019 年 亚 洲 风
筝板锦标赛、全国风
筝板锦标赛以及中国
第二届青年运动会风
筝板决赛同时在广西
北海市举行，来自中
国、意大利、俄罗
斯、泰国、土耳其、
美国以及中国香港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运动员参赛。

运动员准备借助
风力升起风筝板运动
的特制风筝。

李君光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福州5月26日电（记者林善传） 妈祖文化发祥地
福建莆田湄洲岛26日迎来台湾中华妈祖联谊会会长张伟东率
领的台湾高雄市、嘉义县、新北市等地宫庙代表近百人。湄
洲岛管委会、湄洲妈祖祖庙代表与台湾客人共植“两岸同愿
林”并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打造妈祖文化旅游生活圈。

当日上午，湄洲岛管委会和妈祖祖庙的代表，同来自台
湾10个县市26个宫庙的代表在湄洲岛湖石淉生态园共植“两
岸同愿林”，种下寄寓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心同愿的重阳
木。湄洲岛还同台湾宫庙代表签订了文化旅游合作协议，以
促进湄台“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打造妈祖
文化旅游生活圈。

湄洲岛党工委书记林韶雯说，湄洲岛将着眼于建成台胞
台企登陆家园，在机制融合、产业融合、文化融合、社区融
合、生态融合和创新融合等六个方面先行先试，把湄洲岛打
造成两岸同胞幸福家园，努力在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率
先作出示范。

目前，每年来湄洲妈祖祖庙谒祖进香的台胞超过30万人次。

湄洲岛携手台湾共建妈祖文化旅游圈湄洲岛携手台湾共建妈祖文化旅游圈

新华社成都5月26日电（记者康锦谦） 香港各界扶贫促
进会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25日签署协议，为该县的
三个重点民生项目捐赠扶贫资金134万元 （人民币，下同）。

获得资金援助的三个民生项目分别为温泉浴池、育马专
业合作社及村集体产业传统锅庄民俗婚庆公司。

理塘县格木乡学说村、察卡村拥有天然地热资源但无力
开发利用，住地村民洗浴困难。开发建设学说村、察卡村天
然地热资源项目占地面积 1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50 平
方米，计划投资86万元。项目建成后可为全乡2000多名农牧
民解决洗浴难题，增强当地农牧民健康体质，减少疾病的发
生。同时，结合当地实情开发旅游接待服务能力，有一定的
经济增收潜力。

理塘县岭·格萨尔王炯格育马合作社，是格木乡学说村和
察卡村村集体产业经济。目前合作社的基础设施仅有砖混结
构的马舍，缺乏驯马相关活动开展的场地配套设施，难以满
足育马的相关要求。育马合作社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将铺设细
沙场地面积约 8000平方米，预计投资 25万元。项目建成后，
将为贫困户带来务工收益、分红收益，打开市场，并向四川
省甘孜州、阿坝州，以及云南省等多地出售马匹获益。

理塘县高城镇替然色巴一村传统锅庄民俗婚庆公司是村
集体产业经济，目前其缺乏相关活动开展的功能配套，难以
满足婚庆服务的相关要求。建设并成立替然色巴一村传统锅
庄民俗婚庆公司后，将雇用贫困户在公司务工，根据历年理
塘县婚庆市场估计，每年将承接30场婚礼，带来15万元分红
收入。

据了解，香港各界扶贫促进会成立于 2018 年 6 月 23 日，
是一个积极投身内地和香港扶贫前线的民间组织，该组织意
在为香港各界参与内地扶贫事业提供桥梁，协助香港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理塘县是香港各界扶贫促进会自成立以来，在
四川省的第二个扶贫点。

香港助力四川藏区脱贫致富

入夏时节，在福建厦门市翔安区大宅村的火龙果种植基
地里，台湾品种火龙果和红心芭乐硕果累累，等待成熟上
市。作为厦门“菜篮子”基地的大宅村，得益于沙壤土土
质，非常适合亚热带水果和蔬菜生长。这里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台湾同胞前来投资创业。

宋志平是一名台湾企业家，创办了厦门荣果子农业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水果种植，在大宅村种植了2万多棵台湾品种
火龙果和数千棵红心芭乐。“台资企业同等适用惠农政策，

‘惠台31条’让台商备受鼓舞。”宋志平表示，园里的火龙果
和桑葚现在进入了量产阶段，他正计划把业务范围从水果生
产拓展到农业观光休闲，着手转型提升。

谈起近期各项改革，宋志平连连赞许，“最近的减税降费
对小微企业就是一大利好，获得感特别强烈。大宅这一带是
农产品产业园，每次有新政策出台，税务局都会过来宣传。”
作为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的坚实后盾，厦门市翔安区税务局
成立了惠农政策宣讲队，定期走村入户，进行政策解读、涉
税辅导，把好政策落实到田间地头，希望吸引更多台湾朋友
来厦门投资建厂，携手振兴乡村经济。

两岸携手共话乡村振兴
冷双石 李 睿

大宅村火龙果迎来丰收。 张天骄摄

图为情侣在高雄拍摄婚纱照。 程 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