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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一起来，融入大湾区”主题活动近日
在广东举行，上百名台湾工商团体、台资企业
代表、台湾青年代表组成考察团，走访广州、
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大湾区城市，深入
了解大湾区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台商应加以重视并尽快展开实际行动，分
享大湾区提供的合作商机。”两岸企业家峰会台
湾方面理事长萧万长说，大湾区产业发展的未
来方向与台湾经济发展和台企转型升级的目
标，具有十分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巨大的共同利
益。期待能携手并进，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发
掘新的合作商机，达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荣的
目标。

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自从 1982 年大陆首家台资企业落户深圳，
如今广东累计有台资企业近 3 万家，实际利用
台资 670 多亿美元。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持续落实“31条惠及台胞措施”和广东“粤台
48 条”等惠台政策，为台商台胞提供同等待
遇，支持其把握和分享大湾区建设所带来的广
阔机遇。

比如广州自本月起，正式施行大湾区内
地城市首个支持港澳青年发展的行动计划，
为港澳青年在穗学习、实习、就业、创业、
交流、生活等提供全方位支持。在广州发展
的台湾青年同样纳入该政策覆盖范围，享受
同等待遇。广州还宣布将从今年起，每年安
排 200 万元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台湾青年来穗
创业发展。

作为深圳落实“31条惠及台胞措施”最新
举措，深圳市台办与深圳市税务局、深圳海关
也在近日分别签署合作备忘录，通过共建合作
机制加强台商税务服务和关企沟通，致力于构

建良好的营商环境。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不断完善营商

环境，注重台商权益，出台了各项有利于台资
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
联谊会会长李政宏说，当前广东积极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合发展方面迈出了坚实步
伐，蕴含新的机遇。

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未来发展，不少台商
和台湾青年充满信心和期待。“澳门本身是个窄
小的地方，但是大湾区使澳门的辐射范围变得
宽阔”。澳门台商联谊会会长简廷在介绍说，澳
门台商联谊会成立于 2009 年，目前拥有 200 多
个成员。“不同于过去以单纯做贸易为主，台企
开始更多集中在高端科技、医美健康以及旅游
文化投资等产业。”

深圳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卢政群说，粤港
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与台商转型升级
的目标高度契合，尤其是在金融、智能制造、
大健康等领域，这正是台商台青发展的好机会。

李政宏说，全国台企联将与各地政府加强
联系，合作引领广大台商和台资企业持续发
展，努力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促进两岸
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邱正雄
认为，台企在高端智慧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
业，工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健康医疗、文化
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均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台商应利用大湾区提供的开放平台，全面展开
新的策略部署和产业布局，透过技术创新、资
源整合、制造升级等与大湾区的其他城市进行
全方位、跨领域的合作。“两岸企业家峰会作
为促进两岸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乐于居

间协助，促成大湾区与台商建立更紧密的交流
合作。”

帮助台青扎根湾区

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来大陆逐梦，大湾
区城市更是创业创新的沃土。“深圳是一个非常
适合创新创业的地方，这里有很完善的产业配
套和设施，有充裕的资金、多样的孵化器、大
量的创业投资机会。”卢政群说。

青年台商林宏谚在游历过大陆不少大城市
之后，深觉深圳机遇无限。“在台湾，即使是一
些大企业的项目，在预算上面仍受到很大限
制，而深圳市场大、需求多，深圳业主的预算
通常也很宽裕，设计师的发展空间更大，成长
更快。”

在深圳从事文创行业的青年台商曾星玮认
为，粤港澳大湾区越来越国际化了，身边经常
出现来自不同地方、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
青年企业家，从各种文化碰撞中汲取精华是好
事，不必担心来大陆发展会“水土不服”。

广州台湾青年之家会长郑明嘉说，当地支
持港澳青年发展的行动计划提出，将筹建1000
套人才公寓给符合条件的港澳青年租住，该政
策对台湾青年也同等适用。“这将有助于减轻台
湾青年在本地的住房压力，让他们更安心扎根
本地，融入大湾区。”

东莞有关方面则表示，下一步将在高端电
子信息产业、精密制造产业、现代都市农业、
文化旅游产业、高端医疗和养老服务等领域与
台商深入开展合作。“这些产业都适合台湾青年
在东莞深入发展。”东莞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
中心执行长林子凯说，“无论是人工智能、互联
网还是文创产业，已有许多台湾创业青年扎根
东莞，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中国首座公（路）铁（路）两用跨海大桥——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的元洪航道桥主桥近日
合龙，为福 （州） 平 （潭） 铁路全线贯通提供
了有力保障。而福平铁路预计2020年底具备开
通运营条件，届时可一路高铁从北京直达大陆
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平潭综合实验区。

此前不久，闽江马尾对台综合客运码头 5
月17日启用，福州马尾琅岐至马祖南竿的“两
马”新航线开通；作为大陆最大对台客运码
头，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全新候船楼 6 月 3 日启
用，为经厦金航线往来两岸的旅客提供更便捷
的服务。

地处两岸交流合作前沿的福建，正加快推
动两岸“四通”（即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
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短短一个
月内，利好消息频传，彰显福建推进两岸“四
通”能动先动、能通先通的思维。

这一思维在福建官方近日出台的 《关于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实施意见”） 得到充分体现。该实施意见
就提升两岸“四通”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所长苏
美祥分析指出，该实施意见提出分类推进两岸

“四通”项目。其中，优化提升类项目包括用好
海峡海底光缆、加密闽台海空直航联接、加强
对台开放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等，加速推动类项
目包括深化研究论证“台海通道”、研拟厦金大
桥和福州连江至马祖通桥方案、探索台湾能源
供应新路径等。

具体而言，两岸“四通”如何推进，哪些
领域将先动、先通？苏美祥认为，福建正先行
实施条件成熟的项目，支持探索并力求突破与
民生发展相关的项目。

闽江马尾对台综合客运码头、厦门五通客
运码头全新候船楼相继启用，就是显著的体
现。苏美祥说，就目前来看，加强对台开放口
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口岸服务的软硬件水
平，是见效最快的一项举措，可让往返两岸同
胞更舒适、费用更节约。

对 于 金 门 、 马 祖 与 福 建 沿 海 地 区 的 通
水、通电、通气、通桥，福建官方就此分别
提出具体的阶段性项目，如建设福州连江官

岭至黄岐输水管道，为向马祖供水作准备；
发挥西气东输三线工程作用，推动向金门、
马祖供应液化天然气；推动通过海缆输电方
式实现电网联网。

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会长陈笃彬认为，
金门、马祖将在两岸“四通”中扮演先行作用。

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吴家莹表
示，对推进研拟厦金大桥和福州连江至马祖通
桥方案等举措，作为台资企业，有义务也有责
任参与进来，出钱出力、建言献策。

深化产业融合发展，也是福建促进两岸
“四通”的另一发力点。事实上，福建凭借独特
的对台“五缘”优势，一直先行先试，深化闽
台融合发展，已经为两岸“四通”进行了诸多
探索和实践，也累积了坚实的基础。

苏美祥表示，“对重大龙头类、示范类台资
项目优先给予用地指标保障”“将自贸试验区内
台企资本项下便利化试点政策扩展至全省”
等，分别针对项目用地、融资需求、技术创
新、市场开拓等攸关台企发展的关键点着力，
为台企在闽发展提供更多机会和便利。

台商一起来 融入大湾区
本报记者 张 盼

两岸“四通”福建能通先通
龙 敏

两岸“四通”福建能通先通
龙 敏

本报北京6月 10电 （任姗姗、
李国强） 由文化和旅游部港澳台
办、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青年工
作部、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教
育与青年工作部、香港青年联会
和澳门基金会共同主办的 2019 年

“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今天
开幕。

未来5周时间里，经选拔的130
名港澳在校大学生将在国家图书
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
等 21 家北京机构及刘海粟美术馆、
上海当代艺术馆MOCA、上海当代
艺术博物馆 PSA、上海世博会博物

馆等 13 家上海机构进行工作实习。
实习期间还将参加专题讲座、参访
文创企业、参观古迹名胜、开展红
色之旅、观看戏曲演出、座谈联谊
等交流活动。

“港澳大学生文化实践活动”是
由文化和旅游部倡议举办的内地与
港澳青少年交流重点品牌项目，旨
在促进港澳大学生专业知识与实践
能力的协调发展，加深他们对中华
文化和祖国国情的认知和了解。该
项目自2005年推出以来已成功举办
14届，得到港澳主办方的充分肯定
和港澳大学生的广泛欢迎。

第十三届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近日在福建省
泉州市蚶江镇举行，海上泼水、海上捉鸭等活动精彩纷呈，热
闹非常。 王晓峰摄 （人民视觉）

6月 8日至 9日，台湾新编京剧 《项羽和两个女人》 在台北上演。该剧
融合现代作曲、大型舞蹈和多媒体等当代剧场手法，讲述西楚霸王项羽在

“权力”与“爱情”之间进行抉择的故事。图为演员在新编京剧《项羽和两
个女人》中彩排。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百名港澳大学生内地文化实践

泉州：海上泼水节好嗨！

新编京剧台北亮相

本报北京 6月 10 日电 （赵婀
娜、胡婷） 6月9日，第八届世界华
人数学家大会 （The 8th Interna-
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Mathe-
maticians，ICCM 2019） 在清华大
学开幕。这是国际华人数学界规模
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盛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千余名中外数
学家齐聚清华园，共同探讨基础数
学和应用数学的最新研究进展。开
幕式揭晓和颁发了世界华人数学家
联盟三大奖项：2019 年 ICCM 数学
奖、陈省身奖和ICCM国际合作奖。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
恽之玮，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系
教授朱歆文获 ICCM 数学奖金奖；
中国科学院付保华研究员，清华大
学刘正伟教授、单芃教授，上海财

经大学陆品燕教授、台湾大学余正
道教授 5 位数学家获 ICCM 数学奖
银奖；台湾交通大学林文伟教授、
清华大学丘成栋教授获陈省身奖；
菲尔兹奖得主、美国范德堡大学
Vaughan F.R. Jones 教授获国际合
作奖。这些奖项旨在鼓励杰出的数
学家和专家，以表彰他们在基础数
学和应用数学上的非凡成就以及在
世界各地不遗余力地推动数学发展
的精神。其中，ICCM数学奖（原晨兴
数学奖）被誉为“华人菲尔兹奖”，是
世界华人数学界的最高奖项，表彰
45 岁以下在基础数学、应用数学方
面有杰出成就及在促进数学事业发
展方面有卓越贡献的华人数学家。本
届评审委员会由丘成桐教授以及若
干位非华裔顶级数学家组成。

本报广州 6月 10日电 （记者罗艾桦） 记者从
2019年穗港青少年社会工作交流活动上获悉：广州
近期出台了 《发挥广州国家中心城市优势作用支持
港澳青年来穗发展行动计划》，包括“乐游广州”

“乐学广州”“乐业广州”“乐创广州”“乐居广州”
计划及搭建高效便利服务平台。

“乐创广州”计划旨在以更大力度助力港澳青年
来穗创新创业。比如设立总规模 10亿元覆盖创业各
阶段的港澳青年创业基金，重点投资港澳青年初创
项目；3 年建设 10 个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入驻基地的初创企业免费注册地址，办公场地费用
半年全免、一年减半；对落户广州的港澳初创项
目，给予最高 20万元奖励和补贴等。港澳青年创业
项目一旦获得香港、澳门特区政府相关基金资助，
将按一定比例给予配套再资助。

“乐业广州”计划重在提供优质岗位。比如将在
广州知名大企业每年遴选 2000个实习岗位，招募港
澳大学生进行2个月实习；每年遴选100个优质实习
岗位，招募港澳高校应届毕业生进行6个月实习；开
展“羊城邀约”港澳青年就业招聘计划，每年从国
有企事业单位、民营、外资企业筛选不少于 3000个
工作岗位，用于招聘港澳籍大学生。

“乐居广州”计划除支持兴办港澳子弟学校、开
设港澳学生特色班、提供与港澳接轨教育服务外，
还包括鼓励港澳青年申领广州人才绿卡，在购房、
购车、入学、就医等方面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市、
区筹建 1000套港澳人才公寓，给符合条件的港澳青
年租住；支持港澳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在广州设立医
疗机构，为港澳医师注册执业提供便利。

“乐游广州”计划包括举办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周
等活动，加大经贸、文化、教育、科技、旅游等领
域交流力度；支持香港中学生“大湾区闪游计划”，
打造“一日游”精品线路；积极与港澳缔结姊妹学校，开展校际交流等。

“乐学广州”计划包括推进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 校区筹建，争取尽快
对外招生；积极与港澳高校合作，设立研究院同技术转化平台；每年与港
澳联合举办专业技能竞赛以及培训班。此外，广州还将设立专门公益助学
金，对在广州地区高校就读的优秀港澳学生给予奖励资助等。

5月 16日，天河区港澳青年支援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为港澳青年提供
政策解答、法律咨询、法治宣传、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心理辅导、临时
救助等9大类服务。5月18日，海珠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也揭牌开
业，为港澳青年在创新创业、实习就业、孵化融资、学习交流、融入生活
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5月 21日，越秀区在培正中学、朝天小学设立了
全国首个公办性质的“港澳子弟班”。

广州市委主要负责人强调，广州接下来还要加大力气优化环境、创新措
施、形成引领，推动粤港澳三地在规则衔接、政策创新、生产要素和人员往来
便利化等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吸引更多的港澳青年在广州投资、奋斗、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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