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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9月15日电 “我想呼吁大家停一
停、想一想，多一些自省，并转换角度思考问题。”谈
到香港社会近期出现的对立撕裂，香港灾后心理辅导
协会义务总干事杜永政说。

最近 3 个多月，香港持续发生激进示威和暴力事
件，导致不少市民情绪受到困扰。灾后心理辅导协会
为此专门成立热线，免费为市民提供服务。

杜永政介绍，心理辅导热线 6 月 15 日开始运作以
来，已接到超过300个求助个案。不少求助者出现焦虑症
或恐惧症的病征，也有部分人出现抑郁症征兆。

他分析，出现上述病征有多方面原因。例如，有
一些支持警方的市民，看到攻击警察的报道，觉得不公
平，却无处表达想法，担心发声后会被人“起底”；也有一
些警察，一直视自己的职业为光荣，却在近期事件中看
到警察不受尊重、形象被破坏，因而心理失衡。

“总体来说，我们发现基本上所有个案都围绕着一
个特点，就是人们开始不守规矩，因而引发一些冲突和
情绪问题。”杜永政说，很多致电热线的求助者并没有亲
历暴乱事件，只是看相关新闻就已经感到困扰，甚至有
人因此失眠，或产生逃避心理，不想再接触相关新闻。

包括杜永政在内，灾后心理辅导协会所有辅导员
都是义工，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为求助者提供服务。
热线开设以来，这一机构出动辅导员约200人次，为求
助者提供面对面辅导。

杜永政表示，近期事件持续时间之久、影响范围
之广，对这些“心理修复者”造成了一定压力。“我个
人觉得很累，从未试过这么累，主要是求助人数多，
加上事件持续的时间长，已经3个月了。”

除了求助者数量显著增加，心理辅导员的评估数
据显示，求助者的“主观情绪困扰指数”平均值明显提高，从热线设立初
期的8.5，升至近期的接近上限10。

杜永政呼吁大家面对对立局面时，多用理性思维看待问题，尝试从对
方的角度思考，并释放善意，让自己迈出弥合分歧的第一步。

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
第四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近日在香港举
行，来自世界各地约5000人参与其中。

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论坛致
辞中表示，“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和突破地
域和文化界限的国际倡议，而香港是通往“一
带一路”国家的重要通道。在“一国两制”原
则下，香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能将中
国内地和“一带一路”其他国家联系起来。

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说，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进，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在全
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第一，推动高质量发展，
蹄疾步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
变，也不会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
闭，只会越开越大。国家的开放发展必将为香
港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郝鹏
说，“一国两制”是香港最大的优势，国资委愿与
香港特区政府探讨建立有关合作机制，支持中央
企业，携手各方特别是香港的企业，积极利用高
度开放的自由市场机制，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共同探索各种所有制经济深度合作的途径和方
式，形成互利共赢、融合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为全球贸易经济打通经脉，为
世界经济充电蓄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
派员谢锋认为，“一带一路”优化全球分工合
作，助力沿线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更好融入
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理念，不断拓展更加包容、开放、公正的全
球治理新实践。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既是香港所长，
也是国家所需。在香港贸发局主席林建岳看
来，“一带一路”倡议不再局限于基建发展，新
机遇更涉及金融、科技、制造业、物流及贸易
等不同领域。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商业枢
纽，是理想的交流平台，也是“一带一路”概
念转化为可行商业项目的最佳伙伴。

为香港经济拓展新空间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
华说，“一带一路”倡议让香港重新发现自己的
优势，在国家迈上新台阶的时候，能够更好服
务国家所需。相信香港在“一带一路”中有很
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不仅仅是充当联系人的
角色，而是创造更大的价值，把“蛋糕”合力
做好做大。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高云龙说，香
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是重要的国际金融、
航运、贸易中心，服务业发达，也是世界最受
欢迎的仲裁地区。香港可以充分发挥优势，为
各类企业提供贸易、投资、法律等方面的专业
服务以及国际化的人才支持，同时深化与内地
的合作，让两地企业优势互补，共同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杨义瑞认
为，在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大背景下，香
港想要实现经济增长、嘉惠民生的目标，必须
抓住“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所蕴含的机
遇，通过投身“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为香港经济找到新动力，拓展新空间。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说，在“一国

两制”框架之下，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会一直
担当着内地与国际联系的重要门户，在促进

“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方面，尤其扮演着联系
者、参与者和建设者的功能角色。粤港澳大湾
区更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新的支撑点，进
一步提升香港参与和贡献国家战略发展的条件。

发挥大湾区协同创新优势

关于香港在大湾区及“一带一路”中扮演
的角色，大湾区共同家园投资有限公司总裁胡
章宏认为，香港具备基础设施、制度和文化优
势。香港在国际上有非常领先的重要基础设
施，也是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香港“一国两
制”的制度优势，在很多法律体系以及国际仲
裁上都有一定权威性，中西文化融合也是香港
天然的优势。

高云龙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为香港的
发展提供难得机遇，希望香港充分发挥好自身
优势和大湾区的协同创新优势，为共建“一带
一路”贡献力量。

“从私营企业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和
‘一带一路’协同效应非常大。”香港冯氏集团
主席冯国经说，目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已经有金融、道路、铁路等一系列基础设施项
目落地，其中很多是利用香港来集结金融资源
进行管理。鉴于许多供应链的源头来自大湾
区，基础设施建好之后，将为大湾区内的中小
型企业提供广阔机遇。

香港紧抓“一带一路”发展新机遇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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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台北9月 16日电 （俞晓）
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近日联合台
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等，在
台湾南投县艺术家资料馆共同主办

“科举制度在台湾——台湾进士专题
展”。来自两岸的嘉宾和台湾中兴大
学部分师生参加开幕式。这是北京
市台联在岛内举办“台湾进士专题
展”巡展的第11站，将持续至10月
2日。

展览通过图片和文字的形式，
向两岸民众展现两岸一家、文脉相
通的史实。从2015年开始，科举展
在台湾连续举办 6 年，先后在辅仁

大学、淡江大学、铭传大学等 8 所
台湾大专院校展出，吸引众多台湾
师生观展。此次是北京市台联与岛
内第9所大学合作办展。

本次展览主要介绍科举制度在
台湾的设立和发展、知名台湾进士
生平以及科举制度对台湾社会所产
生的深远影响。展览的一大亮点是
展示33名台湾文进士题名碑拓片。

由“台湾进士专题展”衍生出
的“台湾学子重走科举路研习营”
活动日前在台举办，岛内青年学生
从阅读文字到亲身体验交流，在实
践中增进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美国篮
球运动员雷·阿伦的投篮热点分布
图，热点图上的红色分布就是雷·阿
伦的得分点。通过AI数据分析，球
员的移动位置、得分区域得到了较
好呈现。”面对众多评委，台湾青
年汤怡姿自信地介绍起所在团队的
创业项目。最终，这个由6名海峡
两岸青年共同设计完成的成果赢得
评委们的青睐，荣获特等奖。

近日，2019 成都 （高新） 海
峡两岸青年科技发展交流会在四川
成都举行。活动中，来自海峡两岸
的多个创业团队进行了现场路演，
项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
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文
化创意等产业领域。

在路演环节，汤怡姿从市场现
况、痛点分析、研究成果等6个部
分对项目作了介绍。“我们的算法
和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希望在硬件
方面得到合作，为广大篮球爱好者
提供更为专业、便捷的数据服务。”

与此同时，包括篮眼睛科技有
限公司在内的 10 家台资初创企业
与成都高新区菁蓉汇和菁蓉汇内设
孵化器共同签署了三方协议，集中
签约入驻。这些企业将在资金、技
术、要素、生态圈等方面获得当地

政府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成都高
新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为入驻台
资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方位”

“个性化”的特色服务保障，引导
台资企业健康成长。

汤怡姿表示，此次“篮眼睛”
团队决定签约入驻成都，是创业中
的一次尝试。“我们之前就听说高
新区对创业者的规划和扶持很完
善，加上团队中有一位成都人，他
经常和大家讲成都的生活环境及创
业环境。团队成员听着都很感兴
趣，所以就来试试看，看看能不能
抓住成都发展机遇，让我们的项目
进一步孵化落地。”

“我很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选
择。”成都星点 （高新） 海峡两岸
新经济青年创业园负责人、台商郭
弘扬表示，在“川台 70 条”和“蓉台
54 条”等措施的支持下，园区为台
湾的创业者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和服
务，让大家的事业发展如虎添翼。

“近年来，四川立足台湾青年
需求，陆续出台政策举措，积极搭
建服务平台，为台湾青年来川交
流、学习、实习、就业不断创造有
利条件。”四川省台办主任罗治平
表示，目前，四川已在成都、德阳
等地建成4个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

业基地，吸引了160余个青创团队
和项目落户园区，有800多名台湾
青年来川创业就业。“欢迎更多台
湾青年来四川，分享发展机遇，实
现人生价值，与四川青年共同追梦
筑梦圆梦。”

本次交流会由四川省人民政府
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成都市高新

区管委会、成都市人民政府台湾事
务办公室承办，安排了成都 （高
新） 海峡两岸科技及生物技术研讨
会、台资企业对接会、营商环境考
察、台湾青年创业项目落地注册、
成都市人文环境考察等系列专场活
动。来自海峡两岸的数百位嘉宾参
加了此次活动。

台湾青年蓉城创业显身手

“很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
瑞 安

台青汤怡姿展示“篮眼睛智能篮球技术统计分析系统”项目。
（照片由四川省台办提供）

“光影瞬间·映像
两岸”——2019浙江·
台湾合作周摄影作品
展近日在浙江美术馆
开幕。展览共展出两
岸 优 秀 摄 影 作 品 269
件，包括“乌镇的乡
愁 记 忆 ” 专 题 摄 影 、
海峡两岸大学生摄影
大赛获奖作品等。

图为小观众在老
师 带 领 下 观 看 摄 影
作品。

龙 巍摄
（人民视觉）

浙江台湾周浙江台湾周

展出两岸摄影作品展出两岸摄影作品

台湾进士专题展在台举办台湾进士专题展在台举办

本报香港9月16日电（记者陈
然） 香港警方在今天举行的记者会
上通报，从6月9日至今，警方针对
一连串非法游行、暴力袭警、肆意
破坏公共秩序等激进示威冲突展开
行动，已累计拘捕1453人，年龄在
12 岁至 72 岁之间，涉嫌干犯非法集
结、袭警、暴动、刑事毁坏、非法禁锢、
纵火、伤人、藏有攻击性武器等严重
罪行，其中部分人已被检控。警方强
调，任何诉求都不能成为合理化暴
力的借口，警方必定恪尽职守，严
肃跟进处置任何违法行为。

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
表示，在过去的一个周末，暴徒在
港岛多个地区大肆破坏，暴力行为
几近失控，情况令人担忧。

他向记者展示多组示威现场照

片及录像说，暴徒使用的武力不断
升级，仅15日下午就向特区政府总
部投掷了超过80枚汽油弹，一时间
火光四射，警方“水炮车”也一度
着火，严重威胁在场人员的生命安
全；同时，暴徒在各区滥用私刑，
暴力围殴持不同政见的无辜市民，
行为疯狂、毫无理性。

谢振中直言，暴力已经蔓延至
全港各区，暴徒口讲“公义、理
想”，实则道德沦丧，肆意宣泄暴
力，罔顾公众安全，无耻程度令人
发指。他重申，任何政见、口号、
衣服颜色都不能成为暴力的护身
符，滥暴只会牺牲香港的稳定与繁
荣。止暴制乱，刻不容缓。警方严
厉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定将
严正执法，尽快恢复香港社会安宁。

香港警方累计拘捕1453名非法暴力分子
强调必将严肃跟进处置任何违法行为

香港警方累计拘捕1453名非法暴力分子
强调必将严肃跟进处置任何违法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记
者石龙洪） 台盟中央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暨
多党合作制度确立70周年座谈会16
日在京召开。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
席苏辉在座谈会上指出，1949 年 6
月，新政协筹备会正式确定台盟作
为一个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随
后，台盟推举代表参加新政治协商
会议，参与 《共同纲领》 的制定和
中央人民政府的选举，将台湾同
胞的拳拳爱国心、淳淳报国志和
浓浓家国情永载新中国和新政协
的创建史册。新中国成立后，台
盟积极参加人民政协开展的各项
工作和活动，为巩固新生的人民

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
动各项社会改革，促进社会主义
革 命 和 建 设 事 业 作 出 了 应 有 贡
献。进入新时期，台盟围绕国家
重大经济决策和战略部署的贯彻
执行，将党派组织特色转化为参
政履职特色，为国家推动相关工作
提供独特的政策参考。

苏辉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新要求，台盟要积极参与协商民主
生动实践，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良
言，为深化改革开放献智慧，为国
计民生改善谋实策，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对台方针政策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台工作重要论述，要扎实推进社
会服务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凝聚
两岸同胞力量共圆中国梦。

台盟中央举行座谈会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新华社香港9月16日电 香港
邮政16日宣布，将于10月1日发行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题
的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

香港邮政表示，将引入优化服
务，于 9 月 17 日至 10 月 1 日期间提
供新一轮预订服务。顾客可额外订
购这套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亦可
购买额外全套以 38 间集邮局邮戳

（2019 年 10 月 1 日） 盖销邮票的首

日封。顾客可于10月30日起领取新
订购的邮品。

据悉，顾客在 8 月 30 日或之前
预订的本套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
可于 10 月 2 日起领取，亦可通过前
述新一轮的预订服务额外订购相关
邮品。本套特别邮票及相关邮品于
10 月 2 日起在所有邮政局发售，包
括首日封、小全张、邮票小型张、
邮票小册子等。

香港将发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