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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必然
成为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选择。”近
日在湖南岳阳举行的全国台湾研究会
2019年学术年会上，来自全国各地40
余位涉台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和
平统一的理论与实践”主题提出各自
的观点和建言。

和平统一最符合中华民族利益

新时代下，如何看待两岸实现
和平统一的时机和路径？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郭振家
认为，和平统一最符合中华民族利
益，但两岸和平统一的实现面临着
岛内分裂势力、外部势力干涉的挑
战。“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达成，
需要集思广益，攻坚克难，深化交
流，共同努力。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唐
永红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必然成为实现两岸统一的最佳选择。
要达成“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两岸
都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台湾方面在
国家认同及统一意愿上有鸿沟待消
弭，大陆方面在思想认识及行动方式
上也有进一步的解放空间。

广东省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张平楠表示，“一国两制”台湾方
案的提出，将和平统一方向明确化。
相信广东改革开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共赢的故事可以触动广大台胞心
灵，从而推动两岸发展共赢。

两岸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与会专家认为，两岸经济社会融
合发展将使两岸从利益共同体升华到
心灵契合的命运共同体，为和平统一
夯实基础。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
究所副所长肖日葵认为，两岸经济社
会融合发展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所
在，是大势所趋。只有继续促进两岸
经贸交流合作，同时不断推动两岸社
会融合发展，使两岸从利益共同体升
华到心灵契合的命运共同体，才能实
现国家有机统一。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研究室
副主任任挥认为，实践证明，两岸同
胞在融合发展过程中会互相给予更多
的理解和包容，两岸越走越近，越走
越亲，是历史必然。两岸融合发展是
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主方向，从经济

融合到经济社会融合，到全方位能融
尽融，两岸融合发展应逐渐深入并不
断充实完善。

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台资企业研
究中心主任李保明表示，近几年，虽
受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经济合作的
发展势头却没有改变。两岸经济合作
正逐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经济融合局面，为两岸和平统一夯
实基础。

让台胞更多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两岸要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融
合发展，与会专家们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

肖日葵认为，两岸融合发展要以
两岸人民福祉为中心，以包容、共
享、发展为特征，重点之一在于让更
多台湾同胞更好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共享大陆发展成果，使他们的获得感
不断增强，进而更加支持和投入到统
一事业中来。大陆出台以“31 条措
施”为代表的一系列促进两岸融合发
展的对台公共政策，营造了良好氛
围，增强了对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人
的吸引力，成效显著。

张平楠认为，建设粤港澳大湾
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
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粤港澳大湾
区也是台湾优势产业、人才大展身手
的舞台，并为台湾优质产品提供广阔
市场，在深化两岸共赢发展中扮演重
要角色。粤台两地交流合作热络，粤
港澳大湾区在对台讲好“一国两制”
下共赢发展的故事方面大有可为。要
把握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
路”建设等，加强两岸同胞之间的经
济交流与合作共赢，让台湾同胞更加
认同“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的
意义和价值。

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沈永
峰认为，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时代潮
流和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无法阻挡，
无论出于“中国人要帮中国人”的血
脉呼唤，还是顺应潮流大势积极有为
的开拓进取，都需要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要着眼“聚同化异”来推进融合
发展，要以落实“率先同台湾同胞分
享大陆发展机遇”和“为台湾同胞台
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来推进融合发
展，要结合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来
推进融合发展。

专家学者研讨“新时代和平统一的理论与实践”

为两岸和平统一夯实基础
闵 喆

在铿锵的锣声中，鼓手们不断变换动作和队
形，击奏出美妙的旋律。随后，舞狮表演者们登
场，他们头顶“狮头”，身披“狮皮”，时而跳跃，
时而匍匐，将两只“狮子”嬉戏的样子展现得活灵
活现。精彩的表演、如雷的掌声，掀开了日前在台
北登场的 2019冀台武术交流会帷幕，太极拳、太极
刀、散打、剑术、枪术、劈挂拳、八极拳……冀台
两地的武术高手轮番登台，以武会友。

当天的交流会现场高手云集，河北武术团队带
来的表演项目既有拳术，也有刀剑棍，还有散打。
不少表演者曾在全国比赛中获得冠亚军。来自台湾
台北、新北等地的团队则带来太极拳、太极刀表
演，高雄的演出团体带来华佗五禽戏和太极八卦掌
表演。他们精湛的演出频频获得观众的喝彩声和惊
叹声。

现场最受瞩目的则是太极拳“八法五步”的表
演。来自冀台两地的选手一起合作，完成了这场演
示。流畅的动作，整齐的队列，两边的选手在配合
上丝毫没有“违和感”。令人惊讶的是，冀台两地的
小选手们仅仅只在上场前排练了一两次就登台了，
高效的协作配合令人惊叹。

“‘八法五步’的太极拳是我们去年到河北去
专门学习的，在那里台湾的选手得到了专业老师的
指导，也结识了许多河北的小伙伴，收获很多。今
天我们又聚在一起，共同表演太极，真的很开心，
也很有默契，所以才能这么快就上场。”台湾选手曾
俐绮说，冀台两地的选手年纪相仿，一见面就感觉
很亲切。大家在一起不仅交流套路拳法，也分享日

常生活，一起吃美食，交到很多好朋友。
来自河北的吴旭曾夺得全国太极拳冠军。她在

表演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到台湾去了很
多地方，发现各地的武术团体都很勤奋，即便休息
时间也都在练习。两岸武术文化有着深厚联结，在
武术交流中大家也都很乐意分享。

“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本次交流会旨在增进冀台两地了解，促
进两岸武术传承，共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河北省
台办副主任付辉东在致辞时表示，海峡两岸武术同
源，中华武术在台薪火相传、枝繁叶茂。

河北是武术大省，近年来积极推动冀台武术文
化交流。2017 年，河北组织全省民间优秀武术家赴
台交流，在台北举办冀台传统武术交流大会和冀台
传统武术文化论坛。2018 年，该省又组织举办河北
文化宝岛行冀台青少年演武交流活动和海峡两岸武
术交流大会。

高雄市海峡两岸太极拳交流协会理事长黄文佑
表示，近年来两岸武术交流互动越来越频繁，往来
越来越密切，范围也越来越广。“今天聚集了两岸众
多武林高手，大家交流武艺，互相观摩学习，以武
会友。希望这样的互动一直持续下去，让大家更了
解中华武术文化的底蕴及内涵，同时增进感情、深
入了解。”

本次交流会由河北省冀台经济文化交流协会、
河北省武术协会、中华全球洪门联盟主办，此前已
在台湾宜兰、台东、高雄举办，台北是最后一站。

（本报台北6月3日电）

冀台高手台北“以武会友”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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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张雅诗） 暑假将
至，面向香港学生的内地交流活动陆续展
开。“我将到恭王府博物馆实习，希望通过这
次机会拓宽视野，了解博物馆是如何运作
的。”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二年级学生李泳萱
对到北京实习充满期待。

由香港青联学生交流网络举办的“共创
系列”暑期实习计划近日举行启动礼。包括
李泳萱在内的200多位香港高校学生将于6月
7日至7月18日分别前往北京、上海、哈尔滨
和大连，在中央企业、文博机构、政府机
构、商业机构等实习。

近年来，为香港大、中、小学生而设的
交流活动可谓百花齐放，内容设计与时俱
进，贴近国家政策和学生未来就业需求。

香港青联学生交流网络是香港最早举办
学生内地实习团的机构之一，自 2007 年至
今，已为 2000多名香港高校学生提供赴内地
实习的机会。香港青年联会副主席何迪夫介
绍，他们最初以组织拜访交流活动为主，参
与人数由第一年的 15 人增至近年每年大约
200人，提供的实习机构数目也有所增加。

“我们的内地实习计划跟着潮流改变，旨
在让同学们有更多不同的体验。”何迪夫举例
说，随着香港西九文化区的设施陆续落成，修
读历史和文化相关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因此
近年他们安排了较多在文博机构实习的职位。

李泳萱告诉记者，虽然还有两年才毕
业，但她希望提前作打算，正好借此次北京
之旅探索事业发展方向。

除了大学生实习计划，香港为中、小学
生而设的交流活动也配合国家和社会发展大
势。特区政府教育局上月初发通告介绍2019/
20 学年的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其中除多个已
举办多年的项目外，今年还首次举办“粤港
澳大湾区城市探索之旅”，旨在让学生认识香
港和大湾区其他城市各自的优势和机遇，同
时使其感受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和港珠澳大桥
开通带来的便捷交通和经济效益。

全新推出的交流项目还包括多个创新科
技探索活动，让学生认识国家在创科方面的发展，并通过体验
内地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 教育的学习活动，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每年平均有大约6万名香
港青少年参加由特区政府举办、资助或协调的内地交流和实习
计划。自 2017 年起，特区政府与内地合办多个专题实习计划，
实习地点和单位包括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北京2022年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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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中国女
排在香港进行训练，备
战 6 月 4 日至 6 日举行
的世界女子排球联赛香
港站比赛。图为中国女
排队员在训练中。

新华社记者
卢炳辉摄

大湾区设统一平台

消费者可“一键投诉”
本报珠海6月3日电（记者贺林平） 日前，广东省消委会与

香港消委会、澳门消委会分别签署了粤港、粤澳消费维权合作
协议，正式开通“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通过平
台，港澳消费者可直接向广东省消委会或珠三角 9 市消委会投
诉，省内消费者关于港澳的消费投诉也可实现“一网转办”。

根据合作协议，粤港澳三地消委会建立起消费纠纷快速处
理、维权业务全面合作、信息资源共享共用等合作机制，其中
的消费纠纷快速处理机制突破了跨境消费投诉移交、信息保
护、法律适用等方面的路径障碍和制度壁垒，初步实现三地在
纠纷处理协作方面相关规则的衔接，大幅提升区域消费维权联
动的程度和水平。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开通后，大湾区消费投诉有
了统一载体，今后省内及港澳消费者均可以登录平台“一键投
诉”，涉及大湾区的跨境消费纠纷将由平台统一转给相关消委会
跟进处理。这是粤港澳消费维权协作的一大突破，将在一定程度
上解决困扰消费者的跨境维权难题，有助于促进三地消费融合，
高质量推进消费维权一体化建设。该平台由广东省消委会建设、
管理，下一步将根据使用的情况，不断优化完善，不断延伸拓展，
争取跨境投诉转办从湾区拓展到全省，服务更多消费者。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在消费维权上不断深化合作创新。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钱永成介绍，广东省内已有5个地市与
香港、10个地市与澳门分别签订了消费维权合作协议。近三年
来，全省消委会共处理粤港澳跨境消费维权投诉1580余件，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430余万元。

香港海洋公园门票涨价
据新华社香港电（记者朱宇轩） 香港海洋公园日前宣布，6

月1日起调整门票价格，标准门票价格加价3.75%，全年入场证
年费加价3.7%至4%。

据介绍，海洋公园成人 （12 岁及以上） 门票加至 498 港
元，儿童 （3至11岁） 门票加至249港元。香港居民专享三个月
优惠期，8月31日及之前可维持旧票价购买入场门票。

海洋公园主席孔令成表示，此次票价提升是为了应对运营
成本上升、确保资金充足以提升游客体验及维持财政稳健。他
说，海洋公园将继续为游客呈现多元化的专享礼遇，并推出多
个夏日优惠。

此前，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也宣布门票涨价。据了解，
自4月24日起，香港迪士尼乐园成人 （12至64岁） 一日标准门
票加至639港元，儿童 （3至11岁） 门票加至475港元，65岁及
以上长者门票价格维持100港元。香港居民在6月24日及之前可
持旧票价门票入场。

粤港澳警方研讨交流经侦工作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胡瑶） 第三届粤港澳三地警方经侦

会议日前在澳门结束。三地警方代表就深化情报交流和警务合
作，打击跨境经济犯罪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交流。

广东省公安厅及辖下的广州、珠海市公安局经侦部门，香
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以及澳门司法警察局博彩及经济罪案
调查厅、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澳门支局，共30名代表
出席了会议。

与会代表表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有序建设和港珠澳大桥
投入使用，粤港澳三地经贸和人员往来越趋频繁，既为三地经
济发展带来庞大机遇，也为三地警方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带来更
多新挑战。

会议上，与会代表还就其他议题进行探讨，并分享执法工
作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