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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澳门积极响应
支持，发挥桥梁作用，成果丰硕，一批葡语国
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
受益者。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澳门不
仅寻找到大量发展新机遇，也更好服务国家所
需，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扮演独特“桥梁”角色

自古以来，澳门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
中的重要一站，如今在“一带一路”特别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更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和影响力。通过澳门这个重要支点，可以
把活跃的东亚经济圈、拉美经济圈和发达的欧
洲经济圈以及充满潜力的非洲经济圈连接起
来。“中国与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发达工业国家合
作开发第三方市场，既可以规避不必要的竞
争，又可以为改善全球治理和世界发展不平衡
提供新模式。” 澳门中华总商会策略研究委员
会主任马志毅如是说。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郝雨凡
也认为，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澳门作
用独特。“澳门既有特殊的地理优势，又有‘一
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澳门是贸易自由港和独
立关税区，它的法律体系、商业运作模式更与
一些葡语国家和地区接轨。对于中国进一步走
向世界，澳门可以扮演独特的角色。”

去年底，国家发改委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
《关于支持澳门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
设的安排》（简称 《安排》），聚焦金融合作、
经贸交流与合作、民心相通等方面，支持澳门
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培育新优势，开
拓新空间，实现更好发展。

今年初开始，澳门打出一系列组合拳，发
行“一带一路”主题债券、加入“一带一路”税收征
管合作机制……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开
始发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澳门落地为
一个个实打实的项目。

共同开拓葡语国家市场

“2015年，中国与7个葡语国家的进出口额
合计约 1000 亿美元。如果把这 7个国家看做一
个整体，它们相当于当年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而且整体还处于高速增长态势。”马志毅表示，中
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持续较快发展，为澳门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大量合作机会。

目前，内地江苏、广东、浙江、北京、重
庆等省市已与葡语国家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
商贸合作，但也面临着语言、法律、人才等方
面的诸多挑战。马志毅认为，澳门可以发挥中
葡双语、简单低税制、没有外汇管制、专业服
务等营商优势，积极对接不同省市的需求，吸
引内地企业到澳门开设办事处或与澳门企业合
作，共同开拓葡语国家市场。

自2016年澳门特区政府实施首个五年发展
规划以来，在加强中国内地与葡语国家之间的
贸易投资、产业及区域合作等方面，澳门着力
不少，效果显著。比如在创新科技方面，澳门
既协助葡萄牙、巴西等创新科技企业落户内地
发展，也协助内地企业把成熟的农业科技转移
至安哥拉、莫桑比克等非洲葡语国家。再比如
在中医药领域，澳门拥有中国唯一的国家重点
实验室，多次组织中医师远赴欧非进行中医交
流和医疗救助，让中医药文化走向海外。在去
年 6 月举办的“一带一路”与澳门发展国际研
讨会上，时任商务部副部长高燕也表示，特别
支持澳门与东南亚国家在中医药领域开展合作。

下一步的目标，澳门打算与内地一起积极
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积极为广大中小企业
牵线搭桥，与国有大企业、大项目形成优势互
补、协同推进，构建全产业链战略联盟。

让中国故事“走出去”

除了加强经贸交流，澳门参与“一带一
路”还可以发挥文化纽带的作用。“一带一路”
不仅包含了政策、设施、贸易和资金方面的互
联互通，更包含了“民心相通”。在促进民间交
流方面，澳门大有可为。

“澳门是一个文化融汇的地方，是中国最早
的中西文化交流和技术交接中心之一，更容易
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郝雨凡
认为，在文化传播方面，澳门有先天优势，更
容易让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中国故事和中国
经验“走出去”，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

正是看中澳门的这一长处，《安排》中明确
指出，支持澳门打造多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

促进中华文化传播交流。人们常说澳门是“社
团社会”，大大小小的智库、商贸社团、氏宗亲
会、同乡会、侨联会等社团八九千个，它们有
的与葡语国家在历史文化等方面有着悠久的联
系，有的与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华侨华人有
着密切交流，同时，澳门又是国际旅游休闲中
心，纽带作用明显。

青年交流是重中之重。澳门早已设立共建
“一带一路”奖学金，此前还举办了“第一届中
国与葡语国家高校校长论坛”，各高校领导共同
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如何推动中国与
葡语国家高校在多元文化、科研创新、人员流
动等方面的交流，培养更多高层次的中葡双语
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才，为中葡经贸合作、人
文交流和政治互信提供支持。

参与“一带一路”澳门大显身手
本报记者 汪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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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是两岸合作的重要趋势。”在 5
月27日于山东省济南市举行的首届“海峡两岸
文化和旅游交流大会”上，台湾文创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如是说。

来自两岸文化和旅游界的 350 余名代表和
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为推动两岸文旅交流、
合作建言献策。与会人士表示，“文旅融合”是两
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向，要创新挖掘文旅融合的
内涵、加快升级以文旅融合为基础的旅游形态。

“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岸
有‘一家亲’的共同传承，也有‘两样新’的
创新性发展。”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
长范周表示，两岸要更好地取长补短，携手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相融相通，一
起致力于中华文化“走出去”。

范周说，台湾海峡是市场、技术、资本、
创意互融共通的黄金水道；文化创意产业是文

化走向市场的最佳载体，两岸可在此领域加强
合作，共同推进传统优秀文化聚变为一个个创
意产品，实现文化向“产品”的转化。

王荣文也认为，两岸都在努力希望找到合
适的方式来推广祖先留下来的文化资产。他建
议，未来，两岸应该在培养修复、策展等多领
域文旅人才方面加强合作。

台湾世界文化旅游华商会理事长沈冠亚表
示，经过30余年的交流互鉴，两岸关系由疏至
密。“未来，要靠庞大的游客群体来维系情谊，
靠对文化内涵的认同来加强了解。”

沈冠亚就“两岸文旅融合的旅游创新形
态”提出建议：“两岸要追求更高层次的旅游规
划，整合有深度的文化来创造更精致的旅游内
涵，提升更优质的服务来提升旅游品质，共创
文化旅游产业全域化的新局面。”

“文化和旅游本是一体。”台湾旅行业品质

保障协会理事长许晋睿指出，要以文促旅、以
旅彰文，以此深化两岸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
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两岸代表还就“特色小镇和乡村旅游”“文
创园区活化和旅游资源融合”等议题深入讨
论，来自台儿庄古城、华山文创园区等文旅机
构的负责人介绍了各自的发展经验。会后，代
表们举行了海峡两岸文化和旅游建言会、艺术
交流座谈会、创意交流座谈会、旅行商交流对
接大会等专项活动。

本次大会是“情系齐鲁——两岸文化和旅
游联谊行”活动的组成部分。文化和旅游部副
部长李群在致辞中指出，这是首次将文化和旅
游领域的两个品牌活动融合举办，希望这一新
平台能促进两岸文化和旅游业互通信息、分享
资源、交流经验、共拓市场、深化友谊。

（新华社济南5月27日电 记者褚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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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5月28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旅游发展局宣布，将于 6
月14日至16日在中环海滨举办盛大
的“2019 香港龙舟嘉年华”，届时
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180 支队
伍将在维港海面展开热烈竞技，预
计吸引香港市民及各地游客逾 6 万
人次参与。

旅发局节目及旅游产品拓展部
总经理洪忠兴 28 日在记者会上表
示，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今年龙舟嘉年华特别新增

“国庆纪念杯”赛事，供中国内地、
香港及澳门的队伍参加。

除传统赛事外，嘉年华亦设人
造沙滩及水战区，供市民在中环闹
市享受日光浴和水上游戏。以本土

文化及集体回忆为主题的手作市
集也首次登陆嘉年华，46 位艺术
家将分别展出糖画、刺绣、橡皮
印章、玻璃工艺等极具香港特色
的手作精品。

洪忠兴补充说，大会特设的
“街头美食盛会”也不容错过，16
个美食摊档将为观众呈上美味的人
气小吃，包括获米其林推荐的新加
坡“天天海南鸡饭”、北京烤鸭、龙
虾包、港式奶茶味雪糕及布丁等。

据介绍，嘉年华由香港旅游发
展局及中国香港龙舟总会共同举
办，共设有国际公开锦标赛、国际
混合金杯赛、商行锦标赛、青年锦
标赛、建行 （亚洲） —中企协龙舟
邀请赛等20余个比赛项目。

香 港 将 举 办 龙 舟 嘉 年 华

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甘洛乡泱塘田园综合体种植的台湾种水栀子
花——阿里山 1 号近日盛开，清香四溢，吸引不少游客。该基地以

“公司+基地+贫困户”模式建立，甘洛乡9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入股。
图为游人在观赏水栀子花。 刘丽强摄 （人民视觉）

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国务
院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28 日应询指
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
系准则，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
础。任何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论
与行为，都无异于在动摇中美关系
的根基，都不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
利益，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对此
坚决反对。再次正告民进党当局，

“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任何
妄图挟洋自重，都是徒劳的，也必
将自食恶果。

有记者问：台对外交往部门
称，安全部门负责人李大维日前访
美，与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
尔顿会面。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安
峰山表示外交部已就此表明我严正
立场，随后作了上述评论。

国台办发言人应询指出

挟洋自重必将自食恶果

新华社南京5月28日电（记者
蒋芳） 两岸博物馆商标与IP授权交
流论坛27日在江苏南京举行。来自
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台北故
宫博物院的专业人士，交流探讨如
何让馆藏资源进入百姓生活，开发
更多优秀文创产品，引领生活美学。

南京博物院文创部主任邱永生
认为，文创产品已成为博物馆公众
服 务 体 系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环 节 。
2018 年南博举办了“穆夏——欧洲
新艺术运动瑰宝”特展，3 个月展期
内，门票收入 400 万元，文创产品销
售额达500万元，首次实现了反超。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博物
馆的“标配”，各地博物馆的文创开
发也从“萌萌哒”的衍生品向文博
IP转型。两岸博物馆人在交流后普
遍认为，从IP视角来看，博物馆是
一座有待深度挖掘的“创意富矿”，
并需要不断完善IP授权机制。

台北故宫博物院 IP授权负责人

高登贤分享了该馆的 6 种 IP 授权机
制，分别是图像授权、影音授权、
合作开发、品牌授权、出版授权以
及联名合作，每一种授权机制，都
有相应的审查机制、合作模式与收
费标准。高登贤说，规则公开透
明，是台北故宫博物院IP授权机制
的一个重要原则，相关内容都可在
官网查阅，对所有厂商平等开放。

上海博物馆文化创意发展中心
主任胡绪雯认为，做好博物馆文
创，既要深挖文物的文化基因，也
要准确把握消费者需求，将文创产
品作为文化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方能真正融入生活，引领生活美学。

主办方介绍，本次论坛作为
2019 南京创意设计周的重头戏之
一，意在推动更多博物馆的馆藏资
源走出“深闺”，整合博物馆、高
校、设计行业协会等力量，开发出
更多优秀的文创产品，让创意与城
市、居民的生活相融合。

两岸博物馆人在宁研讨文博发展两岸博物馆人在宁研讨文博发展

新华社重庆5月27日电（记者
赵宇飞） 第二届“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渝台两地摄影家重庆行”
活动27日在重庆启动，来自重庆和
台湾的 30 名摄影家组成的采风团，
用镜头记录山城风光，畅叙渝台两
地一家亲。

据 介 绍 ， 在 未 来 的 7 天 时 间
里，两岸摄影家将深入重庆主城区
大街小巷，以及大足、江津、万盛
等区县，“打卡”20 余个最佳拍摄
地，如大足石刻、江津四面山望乡
台瀑布、万盛龙鳞石海，以及南岸
区的南山、上浩老街等。

台湾摄影家交流协会理事长林
再生表示，参与活动的台湾摄影家
来自台北、新北、南投、高雄等
地，均是拍照二三十年以上的摄影
大咖，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把“重
庆面孔”带回台湾，让台湾认识到

一个真实的重庆。
谈及本次活动的意义，第一次

来重庆的台湾摄影家陈文丰说，初
到重庆，这座极具层次感的城市就
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本次活
动可以加强两岸文化交流，让更多
的台湾人通过照片认识重庆。

“摄影应该为促进海峡两岸人
民 交 往 、 增 进 情 感 发 挥 重 要 作
用。”重庆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杨矿
说，希望两岸摄影家用艺术的力
量，增进两岸友谊。

据了解，去年11月举办的首届
“渝台两地摄影家重庆行”活动，20
名渝台摄影家携手走进重庆渝北、
江北、铜梁、忠县、巫山等区县，以
及主城区各地标景点，共创作800余
幅优秀摄影作品，通过摄影家们敏
锐的洞察力和独特视角，全方位展
示了重庆的自然山水和人文风光。

渝台摄影家记录山城风光

台湾水栀子花开安福

澳门是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可在促进中华文化传播交流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图为旅游者在澳门大三巴
前地游览。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80 余名台湾文创业
者与 20 余名福建本土文
创业者近日共聚福建省
福州市，展示闽台精美
的文创设计产品，受到
市民的欢迎。

图为市民在参观当
地的油纸伞。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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