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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上台后严重恶化两岸关系
本报记者

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安峰山表示，三年来，面对台湾当局和“台
独”势力各种挑衅和破坏，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对台
工作大政方针，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
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
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台独”分裂
图谋和行径，同时积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努力扩大两岸民间
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推出包括“31 条措施”、向
金门供水、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等一系列惠台利民
的政策措施，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和同胞心灵契合。
安峰山表示，我们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和我们
一道克服困难，排除障碍，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扎实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这是任何人任
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发布会上，安峰山介绍了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
“31 条惠及台胞措施”取得的新成效。

搞“碰瓷”是绿营惯用选举套路
有记者问：蔡英文近日声称，因大陆提出“一
国两制”台湾方案，其才明确表示立场，并没有挑
衅。她还称，大陆不断通过打压来影响台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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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蔡英文上台三年，两岸关系如何？
5 月 29 日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
安峰山应询指出，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
识 ”， 单 方 面 破 坏 了 两 岸 关 系 发 展 的 共 同 政 治 基
础，支持和纵容各种“台独”活动，阻挠限制两
岸交流合作，挟洋自重，不断抛出各种充斥“两
国论”的分裂言论，肆意攻击大陆，煽动两岸敌
意，升高两岸对抗，不仅恶化了两岸关系，导致
台海形势更趋复杂严峻，而且严重损害台湾同胞
利益福祉。
安峰山表示，回顾 2008 年至 2016 年间，两岸
大交流、大合作，呈现和平发展、安定祥和的繁荣
景象，对比 2016 年民进党上台后台海形势冰封肃
杀的严峻局面，孰令致之，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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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恐是台湾最后一次选举。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安峰山回答指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
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任何企图改变大陆和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事实的言行，都是对中华民族整体利
益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严重挑衅。
安峰山表示，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及其当局
领导人总会利用煽动两岸敌意、升高两岸对抗、激
化矛盾冲突、恶化两岸关系，采用故意冲撞的“碰
瓷”手法，来挑衅和激怒大陆，以此制造恐怖、恐
惧和仇恨来骗取选票，这是他们惯用的套路。但谎
言和骗术总会有被拆穿、被识破的时候。

阻碍两岸交流损害台胞利益
中国科协从 2002 年开始发起“玉山计划”，每
年暑假都邀请台湾大学生到北京实习。今年台当局
教育部门发函要求台湾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将此活
动的网络公告下架。
安峰山应询指出，两岸教育交流合作是两岸各
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两岸青年的利
益福祉。民进党当局对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和两岸
教育交流横加阻挠，歪曲抹黑，处心积虑地破坏两
岸教育交流，损害的是台湾青年学子的利益福祉和
发展机遇。
蔡英文当局近日动作频频，继延长马英九、吴
敦义的出境管制期后，加码限制退役将领赴大陆参
加交流活动。
安峰山评论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
出于一党一己之私，以政治理由限制两岸人员往来
和交流，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人士，这与台湾
民众对加强两岸交流的愿望背道而驰，严重损害台
湾同胞利益福祉。我们愿意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继续深化与台湾
各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的交流合作，与广大台湾
同胞一道，共同推动两岸关系朝正确方向发展。

通过民主协商凝聚两岸共识
有记者问：最近民进党当局拟修改相关条例，

赴大陆参与民主协商的人士或党派将被适用所谓
“外患罪”。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安峰山表示，民进党当局图谋制造“一边一
国”来蓄意升高两岸对抗、制造两岸敌意，这种行
径阻挡不了两岸关系滚滚向前的潮流，而他们不断
打压岛内主张和平统一的政党和人士，更损害了台
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和台湾的前途未来。
安峰山指出，民主协商是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正确方向，符合两岸民意和时代潮流。凡是有
利于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事
情，都应该积极推动。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两
岸双方各政党和各界人士都有权利也有责任发表意
见，开展协商，通过民主协商来凝聚共识。
发布会上，安峰山应询介绍，5 月 24 日到 30
日，新党主席、新中华儿女学会荣誉理事长郁慕明
率台湾各界人士代表团先后到访大陆多地。29 日上
午，两岸各界人士在京围绕两岸关系与民族复兴的
相关话题开展对话协商，深入交换意见。

押宝在外国势力身上靠不住
有记者问：最近美国不断打“台湾牌”，民进
党当局明确表态，愿做美国“印太战略”一分子，
并不断把大陆当假想敌搞各种军演，与美一唱一
和。请问发言人如何评论？
安峰山应询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
们坚决反对美方和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
来和军事联系，绝不允许外国势力打“台湾牌”损
害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我们也正告台湾民进党当
局，搞“台独”，把宝押在外国势力身上是靠不住
的。任何人和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美国最近遏制打压华为，外界注意到华为供应
商之一台积电表示不会停止向华为供货。
安峰山应询表示，此前华为公布的供应商名
单里有不少台湾企业。华为和台湾有关企业开展
合作，有助于发挥企业间的互补优势，实现强强
联合，为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北京 5 月 29 日电）

据新华社香港 5 月 29 日电 （记者郜婕）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
展学院发表的 《2019 年世界竞争力年报》 中，香港的排名保持在
全球第二位。香港特区政府 29 日表示，特区政府一直致力提升香
港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这一报告再次肯定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
力的经济体之一。
报告根据“政府效率”
“营商效率”
“经济表现”
“基础设施”4 项因
素评估全球 63 个经济体的竞争力。香港前三项的排名分别为第一、
第二和第十。受惠于特区政府在基建、创新科技、教育等范畴增加投
资，香港“基础建设”的排名轻微上升至第二十二位。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面对全球经济体的激烈竞争，香港必
须继续巩固自身竞争优势，包括自由开放的市场、高效的公营部
门、公平和方便的营商环境。

全球专家为香港生物科技发展献策
据新华社香港 5 月 28 日电 （记者李滨彬） 诺贝尔及图灵奖得
主香港峰会 28 日在香港举行。峰会以生物科技为主题，配合香港交
易所生物科技周，会聚多位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获得者，全
球重要生物科技企业代表，金融业界专家、投资者等 500 余人，探讨
生物科技的未来发展趋势，为香港生物科技发展建言献策。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致辞中表示，近两年，特
区政府已经投入和承诺会投入到创新科技发展的资金超过 1000 亿
港元，加强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并于科学园建立生物科技平
台，吸纳国内外机构和人才来港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难得
机遇，让商界、学术界、科研机构和初创企业合作，使粤港澳大
湾区成为世界级创新科技中心。
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介绍，香港上市制度改
革一年来，港交所已经吸引了 9 家生物科技公司上市，目前有十几
家生物科技公司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
峰会上，多位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获得者探讨生物
和计算机科技的未来趋势，为与会者介绍了业内的前沿动态。

华夏张氏祖庭成为两岸交流基地

香港﹃万花筒﹄

本报邢台电 （倪丽敏） 华夏张氏祖庭“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授牌仪式 5 月 27 日在河北邢台市清河县隆重举行。据介绍，华夏
张氏祖庭是河北省首批获准设立的三个基地之一，也是邢台市第
一个省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天下张氏出清河”，清河是中华张氏祖源地。华夏张氏祖庭
是世界张氏总会于 2008 年出资兴建的世界张氏祭祖圣地。其风格
独特，宏大神圣，以上古“明堂”为意象，以“亚”字形布局为
基础，配以独特的牌坊，是凝聚全球张氏后裔情感的重要纽带和
桥梁，已连续 11 次成功举办张氏祭祖大典。
多年来，
广大海内外张氏后裔前来清河寻根祭祖络绎不绝，
其中，
台湾同胞的祭祖热情尤为高涨。
为进一步增强海峡两岸关系，
给两岸同
胞提供更多回顾历史、
品味文化、
畅叙乡情和融合发展的机会，
河北省
台办将华夏张氏祖庭确定为首批省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清河县
政协主席牛洪奎表示，清河县将努力打造这一海峡两岸同胞增进
认识、加强合作、密切感情的新平台，吸引更多台湾同胞来清河
交流参访、投资创业。

川港加强地质灾害风险管理合作
本报香港 5 月 29 日电 （记者陈然） 香港特区政府土木工程拓
展署与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29 日签订地质灾害风险管理技术交流合
作备忘录，加强两地地质灾害风险管理合作。
根据合作备忘录，双方同意促进两地在地质灾害风险管理方
面的技术交流，致力开拓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的科研合作，并加强
人才培训合作。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长刘俊杰在签署仪式后表示，香港与四川
同样面对山泥倾泻灾害的威胁，因此两地一直就地质灾害风险评
估、监测预警、灾害防治、公众安全教育等范畴紧密合作。
他说，合作备忘录有助进一步加强两地的地质灾害风险管理
系统，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准备，共同缔造安全宜居的环境。

为期 5 天的 2019 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京交
会）5 月 28 日起在北京举行，
共有 21 个国际组织、137 个
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展会
以“开放、创新、智慧、融合”
为主题，期间还将举办全球
服务贸易峰会、国际论坛、行
业大会等百场论坛会议和百
场洽谈交易活动。
图 为 29 日 ， 参 观 者 在
京交会香港展区观看自拍万
花筒。
陈晓根摄 （人民视觉）

穗港智造特别合作区启动建设

政治势力隔不断两岸文化交流
——第三届两岸人文名家论坛在台举行
本报记者
“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是永远的。两岸本就是
一家亲，不会因为一时的政治势力阻碍而隔断两岸
文化的交流。”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台北故宫博物
院前院长冯明珠坚定地表示，虽然目前两岸文化交
流有些停滞，但相信最终还是会蓬勃发展。
5 月 28 日，第三届两岸人文名家论坛暨两岸文
旅产业高峰会在高雄举办。两岸众多人文名家和知
名企业家与会，深度对话在中华文化助推下的两岸
产业大融合。论坛设置了多个对话环节，邀请万通地
产集团董事长冯仑、玉山科技协会理事长王伯元、大
陆知名导演张纪中、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冯明珠
等多位嘉宾，围绕“两岸携手通过影视戏剧弘扬中华
文化”
“企业家的人文思想与文化创新之道”
“两岸文
创科技投资之道”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
冯 明 珠 说 ， 她 在 台 北 故 宫 博 物 院 工 作 近 40
年，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是她一辈子的事业和使
命。2008 年到 2016 年期间，两岸的博物馆界有着
很深的交往，台北故宫与大陆多家博物馆携手举办
的各种展览，这对两岸文化交流是有加分的。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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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每次去大陆都觉得很亲切，“两岸一家亲”是一
湾侨商联合会共同主办。论坛特别邀请两岸文旅特
种实实在在的体验。
色景区、文创品牌经营、精致农业、特色小镇、健康医
“影视是两岸文化交流中最直接的交往领域。 美、美学设计、创意生活打造等领域的企业家，与两
与台湾演员一起拍电影、电视剧，从他们身上可以
岸文化界知名人士对话交流、促进互补合作。论坛还
看到敬业精神，待人接物的温文尔雅，让我感受到
联合两岸知名企业家和文化名人，共同发起成立了
亲切、敬意和温暖。”张纪中在接受采访时讲到， “两岸人文企业家俱乐部”，旨在为两岸企业家搭建
自己多次赴台参加文化交流活动，每次都感觉很舒
一个全新的交流平台，促进两岸各产业间的相互了
服，和岛内的同行交流没有任何隔阂，也感受到台
解、交流、学习，推动两岸产业合作共赢。
湾的人文环境确实很好。“两岸的亲情和历史不应
石宝峰表示，希望通过两岸企业家和文化界
被割断。两岸交流，文化要先行，希望能够有更多
人士的交流，促进人文和经济相结合，塑造具有
的人参与进来。”
中华文化底蕴和世界文化视野的人文企业家。
“海峡两岸同文同种、根叶相连，纵然历经沧海
“作为一名企业家，我在从事两岸经贸交流的过
变迁，中华传统文化仍是两岸共有的精神家园与资
程中也会感受到文化的力量。
”
冯仑表示，
虽然公司在
产。”主办方之一、人文荟创始人石宝峰在论坛致辞
台湾从事的是房地产行业，
但他每次看到两岸的设计
时说，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重塑中华文化影响力， 师在一起探讨建筑的空间设计、起居规划、社区运营
是全世界中华儿女肩负的共同责任，而企业家作为
内容时，
都会考虑历史文化、
民俗信仰等人文因素，
而
社会的核心中坚力量，应当身先士卒，义不容辞地肩
不单纯是商业上的成本和收益。在建筑的设计、建设
负起这一使命。
过程中，
他在很多细节上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烙印。
本届论坛由人文荟、台湾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台
（本报高雄 5 月 29 日电）

据新华社广州 5 月 28 日电 （记者胡林果） 28 日上午，广州开
发区、广州高新区举行穗港智造特别合作区全面启动仪式。新华
穗港城等 35 个重大项目同时动工，项目总投资额达 1280 亿元人民
币，预计达产产值或营业收入约 2300 亿元人民币。
据了解，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与香港在广州开发区西区
共同规划穗港智造特别合作区，将探索与香港在营商环境和投资
贸易便利化等方面的对接。广州卡斯马热成型、雪松金融中心、
西门子智能变压器等多个世界 500 强企业的一批项目当天动工。
规划建设内容显示，穗港澳出入境大楼将开设广州开发区西
区连接香港机场、澳门机场的水上航线，1 小时 20 分钟到达香港
机场，1 小时 50 分钟到达香港尖沙咀。穗港城首期建设的穗港澳
出入境大楼预计将于 2020 年 5 月启用。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批 14 个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之一。广州开发区西区与香港有着深厚的合作渊
源，此前已经引入屈臣氏、李锦记、港华燃气等一批港资企业。

皮划艇健儿决战张家界
5 月 28 日上午，中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皮划艇激流回旋决赛在
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激流回旋中心开浆，来自全国各地的 16
个代表队 300 多名运动员将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内决出激流回旋、
皮艇球两大项目的胜负。图为皮划艇运动员在比赛中。邓道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