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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9月4日电 香港特别
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4日发表电视
讲话，提出打破目前困局的四项行
动，包括：保安局局长在立法会复会
后，按 《议事规则》 动议撤回条例草
案；全力支持监警会的工作；从本月
起，行政长官和所有司局长会走入社
区与市民对话，一起探讨解决方法；
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就社会
深层次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及检讨，向
政府提出建议。

林郑月娥强调，持续出现的暴力
正动摇香港法治的根基，极少数人挑
战“一国两制”，冲击中央政府驻港机
构，污损国旗、国徽，将香港推向危
险的境地。无论市民对政府或对社会
现况有多大的不满，暴力绝对不是解
决问题的方法。目前，最迫切的就是
要遏止暴力、捍卫法治，重建社会秩
序。政府会对所有违法及暴力行为，
严正执法。

新华社福州9月3日电（记者郑良） 厦门市市长庄稼汉
3 日在“福建省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厦门专场”上表示，厦门正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全
面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全力打造两岸融合发
展示范区。

庄稼汉说，厦门全力做好以“通”促融的文章，全力推进
对台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
共通，积极推进与金门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努力推进“应
通尽通”。

据介绍，目前厦门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近 7500个，实
际使用台资超过110亿美元，台资工业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
总产值 1/3。2018 年，厦门对台进出口近 400 亿元人民币，
占全省对台贸易的50.6%。经厦门口岸进口台湾水果、水产
品分别占大陆的80%和50%左右。

如今，厦门已成为两岸交流来往的重要通道。厦金航
线每日有36个往返航班，日运送旅客超5000人次，去年通
过厦金航线来往两岸的出入境旅客达 174.5万人次。厦门-
台湾空中直航每周32个航班，平均每日有4个航班。

庄稼汉表示，要努力做到“像为大陆百姓服务那样造福
台湾同胞”，让台胞台企有更多获得感。厦门贯彻中央“31条
惠台措施”“福建66条”，率先推出“厦门60条”和关于探索两
岸融合发展新路的若干措施45条，在企业注册、职业资格认
证、居住、购房、社保、就学等方面给予台企台胞同等待遇，取
得明显成效。

目前，在厦门常住台胞达12万人，截至去年底，来厦就
读的台湾学生 （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共2525
人。厦门持续打造一批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对台研学基
地，目前已有两岸青创基地近30个，累计入驻台湾团队500
个、台湾青年3200多人。

“我们将进一步密切亲情纽带，不断增进台湾同胞对民
族、对国家的认知和感情，让厦门成为同胞心灵契合的共
同家园。”庄稼汉说。

近年来，泛珠合作领域不断拓
展，机制日益健全，以粤港澳大湾
区、自贸区、国家级新区等为载体的
全方位开放格局正加速形成。

9 月 5 日至 6 日，2019 年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将在广西
南宁召开。全面对接大湾区，泛珠三
角正谱写跨越东西、协同发展的时代
强音。

基建大改善

泛珠三角横跨福建、江西、湖
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
州、云南等 9 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
特别行政区，这里既有崇山峻岭、高
峡平湖，也有盆地、三角洲，随着发
展步伐加快，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路网日渐完善。去年10月24日，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运营。珠海和澳门
从陆路前往香港的平均行程由约 3 小
时缩短为约半小时，通过连通泛珠三角
区域内“五纵七横”的高速公路主干线，
泛珠三角区域陆路连接更加紧密通畅。

高铁网不断密织。7 月 10 日，广西
南宁首次开行直通香港的动车组列车，
南宁、桂林、梧州 3 座城市与香港实现
动车直连直通，推动了广西与粤港澳大
湾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随着成渝、
沪深、贵广、厦深、云桂等跨区域铁路建
成通车，泛珠区域步入崭新的“高铁时
代”，区域内人员交流往来的时空距离
进一步拉近。

航运航空更便捷。在内河上，广
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加紧建设，
大藤峡工程船闸建成后，黔江通航年
均货运量将由当前的 1300万吨提高至
5400万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4
省区建立了珠江水运发展高层协调机
制，共同推进珠江—西江黄金水道建
设。在空中，区域内已拥有 14个年吞
吐量千万级的大型机场，区域内省会

及主要城市间的航线全部开通。
能源线路联网互通。泛珠三角区

域合作各方不断加强电力输送及煤
炭、油气储运等能源项目合作，华润
电力“贺电送粤”2019 年预计将从广
西贺州向广东送电 30亿千瓦时；南方
电网上半年西电东送电量达到 1029亿
千瓦时，其对澳门输电第三通道等一
批跨省区电网联网项目顺利投产。

产业大变化

在广东肇庆和广西梧州交界处，粤
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建设如火如荼。今年
1月至7月，试验区新签约项目15个，合
同投资额26.7亿元。目前，已有414家企
业在试验区注册。一批新材料、新能源
项目实现稳产，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链条进一步完善。

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广西招
商引资粤港澳大湾区到位资金 5202.4

亿元。广东、香港成为广西最大内、
外资来源地。

湖南省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正逐步承接从广东转移来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旅游等
产业。今年4月，湖南-粤港澳大湾区
投资贸易洽谈周在香港、澳门、深圳
举行，期间，湖南与大湾区共达成投
资 类 签 约 项 目 445 个 ， 投 资 总 额 约
4150亿元。

凭祥广东工业园、衡阳深圳工业
园、昆明深圳工业园、赣州香港工业
园、川港设计创意产业园等一批产业
园区加速发展，这些产业合作平台不
断为泛珠三角的区域协调发展、联动
发展添砖加瓦。

各方还利用历届经贸洽谈会及各
种展会平台，开展经贸交流、特色产
品促销等活动，前十二届泛珠经贸洽
谈会累计签约项目超过 2 万个，总金
额达4.9万亿元。

根据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未来大湾区市场将实现互联互
通，推动东中西协调联动发展，深化
内地与港澳合作迎来新机遇。

开放大发展

共同培育对外开放新优势是泛珠
合作的重要使命。内部合作日趋完善
的同时，泛珠正放眼全球，寻求新的
发展平台。

8 月 30 日，广西、云南自贸区正
式揭牌，泛珠9省 （区） 中已有6个自
贸区和 8 个国家级新区，开放正使泛
珠三角区域迎来强劲动力。

永久落户广西南宁的中国—东盟
博览会与永久落户云南昆明的中国—
南亚博览会，已成为我国面向东盟、
南亚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外国
的咖啡、榴莲制品、珠宝玉器等特色
商品越来越多地走进中国市场，而泛
珠各方知名企业如柳工集团、上汽通
用五菱、中国路桥等，也借助博览会
走向全球。

如今，泛珠三角区域对外开放的
“朋友圈”正不断延伸。首届中国—非
洲经贸博览会 6 月在长沙落下帷幕，
这是在中非合作论坛下唯一的国家级
对非经贸落地机制，也是湖南第一个
国家级、国际性对外开放平台。

前不久公布的 《西部陆海新通道
总体规划》 涉及川滇桂琼等省区，新
通道将推动泛珠各方深度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推动西部地区深入参与
国际经济合作，促进经济深度融合。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推动下，泛珠三
角区域还将构建“一枢纽两大港三通道
四辐射”的出海出边大通道，着力推动
建设中越、中缅、中老、中印等跨境铁路
项目，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
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和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升级版等建设。

（新华社南宁9月4日电）

澳 门 音 乐 产 业 协 会 发 布
回归20周年主题曲《莲成一家》

新华社澳门9月4日电（记者王晨曦） 澳门音乐产业协
会 4日发布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主题曲 《莲成一家》，
用音乐短片MV的形式呈现澳门社会欣欣向荣的景象。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澳门中联办宣
文部部长万速成和澳门文化界代表、参与拍摄的澳门中华
教育会、澳门律师公会、澳门水电工会等团体代表出席发
布会，并观看音乐短片。

据介绍，《莲成一家》由《七子之歌》作曲人李海鹰担
任创作指导，邀请了澳门歌手和不同行业的代表合作拍
摄，包括学生、职员、公务人员等，从多种视角展现澳门
回归20年来的发展成就和澳门同胞的家国情怀，并通过各
行各业代表的参与，呈现“莲花宝地”澳门欣欣向荣的景
象和多元的社会文化。

澳门音乐产业协会会长苏耀光在发布会上表示，音乐
是回忆与情感的载体，《莲成一家》以音乐记录澳门回归祖
国以来的发展与喜悦之情，通过音乐联结各行各业，共贺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同时象征澳门
回归后与祖国连成一家，家国同喜。

据悉，《莲成一家》音乐短片MV未来还将赴北京、广
州等城市进行宣传活动。

据新华社台北9月3日电（记者赵博、许雪毅） 9 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300 多位台湾
退役军人及各界人士在台北齐聚一堂，共同追忆历史、
缅怀英烈，呼吁年轻一代勿忘历史，为中华民族崛起加
倍努力。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并庆祝中华孙立人研究会成
立大会”3日在台北举行。据了解，该活动由中华孙立人研
究会主办、台湾退伍军人协会协办，旨在纪念中国抗战的
伟大胜利，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国军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共同缅怀为了世界和平、人民幸福流
血牺牲的英烈，呼吁人们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

中华孙立人研究会会长、孙立人将军次子孙天平致辞
说，提到孙立人将军，人们一定会想到抗日战争和中国远
征军，想起那段波澜壮阔、异常艰辛的历史。“中华孙立人
研究会”经过多年筹备，在各方热心人士支持帮助下终于
得以宣告成立。研究会旨在弘扬抗战精神、宣传民族气
节，推动海内外学术研究交流。

台湾退伍军人协会理事长吴其樑表示，抗战是中华民
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我们在这里纪念抗战胜利，就是纪念
不屈的战斗精神，同时提醒年轻一代勿忘历史，为中华民
族崛起而加倍努力。

孙立人将军宗亲、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孙迪
表示，抗战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值得铭记于心。我们要纪念
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共同缅怀英烈，共同守护和平。

全面对接大湾区 共谱区域协作曲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新观察

新华社记者 潘 强 黄耀滕 胡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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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金门坑道音乐节记
者会近日在台北举行。据介
绍，此次音乐节将于 10 月
19日、20日在金门翟山坑道
内举行。知名歌仔戏表演艺
术家唐美云、台湾新生代创
意笙演奏家李俐锦以及“弦
外之音室内乐集”艺术总
监、大提琴家张正杰率团，
将在 2 天内为观众奉献 6 个
场次的精彩演出。图为记者
会现场，演奏家们表演精彩
节目。

中新社记者
邢利宇摄

新华社广州9月 3日电 （记者郑天
虹、丁乐） 广州中医药大学 3 日迎来开
学典礼。今年该校报到全日制香港学
生 151 名。开学典礼上，他们与其他千
名 内 地 学 生 一 起 ， 聆 听 开 学 第 一 课

《争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
代大学生》。

课上，广州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
建华给新生们分享了许多英雄的事迹，
其中抗击非典英雄——医护人员叶欣
给香港新生袁志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叶欣为抗击非典牺牲，救死扶伤的
她是值得学习的榜样。”袁志方说，“作
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把包括中医
在内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爱上中医，并立志从医，对于 18岁

的香港新生张彦丽来说，这个梦想的种
子从中学开始就萌发了。受从医的父亲
影响，张彦丽和哥哥张铮彦从小对中医
感兴趣。

2017年，她哥哥张铮彦考上了广州中
医药大学。当时，她与父母一起送哥哥走
进校园，那块刻着“厚德博学、精诚济世”
校训的石头成了她最深的记忆。她默默许
下诺言：“两年后我要跟哥哥一起上学。”

以一名新生的身份再次来到广州中
医药大学，圆梦的张彦丽特别兴奋。“我
希望成为一位优秀的中医师，传承这块
瑰宝。”她说，“青年强，则国强。作为
一名中国人、一个广中医人，我们时刻
记得根在黄河、根在中国。”

张彦丽已经开始规划自己的大学生

活。“我想参加学校书法社团，我从小就
喜欢中国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她说，
中学去西安旅游时，她还亲自捏陶做兵
马俑，至今珍藏在家中。

作为一名大三的学生，张铮彦在帮助
新来的香港学生融入内地学习和生活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我是国际学院学生会的一
员，经常会组织参观、联谊等迎新活动，让
新生更加了解学校、更快融入生活。接下来
我们还将举行前辈分享会、学者讲座。”

在 3年的学校生活里，张铮彦与内地
学生有很多的交流。“大家都很热情，我们
在一起切磋足球，练习针灸，很有意思。”
他笑着说，“接下来希望在内地实习，多积
累经验。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是很好的机
会，能向全世界推广中医。我作为中国人，

觉得很有使命感和归属感。”
即将到来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张铮

彦兄妹俩打算回港和家人团圆，“现在
高铁特别方便，一两个小时就能回到
家里”。

袁志方则打算和同学们一起过中
秋。“我这周回香港，打算带点月饼回
来，下周和大家一起吃。”谈及未来，袁
志方计划再辅修针灸、推拿，并带着学
识回港建设家乡。

张铮彦兄妹俩也计划好了国庆假期
的安排。除了在学校和老师同学一起庆
祝以外，两人还计划在长假期间参加学
校的研学活动，增进对内地的了解。哥
哥将前往云南，观珍奇动植。妹妹去往
上海，看都市魅力。

台湾退役军人及各界人士

在台北纪念抗战胜利 74 周年
台湾退役军人及各界人士

在台北纪念抗战胜利 74 周年

香港青年迎来“开学第一课”

“在大湾区，向世界推广中医”

珠三角城际铁路新塘经白云机场至广州北站 （简称新白广） 线近日正式开
始铺轨。图为中铁四局在新白广城际二标铺下第一组500米长轨。

张长明摄 （人民视觉）

金门坑道音乐节
歌仔戏与歌剧同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