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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未来两岸没有陆商和台商的区别，大
家融为一体。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两岸经济同
属中华民族经济，大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共享
中华民族的荣耀。”11月5日，在2019年两岸企
业家紫金山峰会闭幕式上，广东省东莞市台商
青年会荣誉会长林子凯的一番话，获得在场嘉
宾的掌声。本届峰会以“深化融合发展，打造
共同市场”为主题，两岸与会人士聚焦打造两
岸共同市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在对话交流
中取得多项共识。

共谋合作成果丰硕

本届紫金山峰会参会人数创历年之最，两
岸企业家共签署47项合作协议，达成意向签约
金额约 155 亿元人民币，涉及农业、能源、电
子、医药、金融、智能制造、文创等领域。

“经验表明，两岸企业间的直接沟通和交流
是促成合作的关键。”能源及环保节能产业合作
推进小组陆方召集人傅成玉表示，该小组在峰
会期间签约的合作协议金额近 80 亿元人民币。
一年来，小组先后 4 次组织两岸企业直接对
接，促成诸多合作。

现代服务业及文创产业合作推进小组陆方
召集人张鸿铭说，该小组的两岸企业此次共签
约9个项目，金额逾20亿元人民币。“与会代表
认为，两岸合作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打造
共同市场势在必行；两岸企业家要抓住大陆产
业转型、消费升级的机遇，实现强强联合，推
动两岸合作迈向新台阶。”

此外，信息产业合作推进小组、金融产业
合作推进小组、中小企业合作及青年创业推进
小组等也总结了论坛成果和未来的合作方向，
各产业小组陆台双方召集人在全场嘉宾的见证
下交换合作项目的签约文本。

“26条”是一个大惊喜

11 月 4 日开幕当天，正逢国务院台办、国
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同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促进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26条”）公布并施行。“26条”立刻成为峰会高
频词，引来一片点赞声。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
业联谊会会长李政宏用“广泛”“精准”“务
实”来形容“26 条”措施。“对广大台企台胞
来说，‘26 条’是非常大的惊喜，可操作性
强，针对性高，一看就懂，很接地气。我们乐
见更多惠企利民措施出台，为台企台胞带来更
多红利。”

台湾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卓永财
认为，“台资企业可与大陆企业同等参与行业标
准的制订和修订”是很大的利好。“毕竟两岸要
打造共同的市场，推动共同的产业发展，离不
开共同标准的制订。”

此外，“26 条”中的 13 条专门针对台湾同
胞，包括在领事保护、农业合作、交通出行、
通信资费、购房资格、文化体育、职称评审、
分类招考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26
条’除了在经济层面上对台商的支持，在感情

层面上，我们也感受到了温暖。”南宝树脂集团
大陆地区董事长孙德聪表示。

两岸携手创造共赢

据统计，两岸贸易额从 1978 年的 0.5 亿美
元增至 2018 年底的 2262.4 亿美元。截至今年 6
月，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109658个，实际使
用台资 687 亿美元。随着两岸经济互动愈加紧
密，打造共同市场已是时代必然。

峰会发言中，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
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说，到2030年全球
集成电路产业规模有望达 1 万亿美元，全球集
成电路整机制造业的主体在大陆，用整机制造
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是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做
法。台湾集成电路技术优势明显，两岸企业加
强合作水到渠成。

“两岸同胞都属于中华民族，同文同种，沟
通上非常方便，磨合期很短。路是人走出来
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两岸企业携手，定能
克服困难，在国际市场开拓、‘一带一路’建设
上取得新成就。”台湾中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朱蕙兰表示。

“大陆与台湾在生产消费结构上互补，给台
湾发展及台商创业带来广阔空间。”中国区域科
学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范恒
山认为，海峡两岸打造共同市场，能够做到
双赢，将有效提升中国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
的话语权，也将提升两岸经济在区域和全球
的竞争力。

“希望陆商和台商未来融为一体”
——2019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侧记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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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柴逸扉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记
者陈键兴） 来京出席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领导小组会议的香港特区行政
长官林郑月娥 6 日晚与媒体记者会
面时介绍了会议情况与成果，并感
谢中央出台一系列惠及香港社会不
同阶层市民的政策措施。

她表示，新推出的政策措施涵
盖范围广泛，有助巩固和提升香港
在金融、医疗和专业服务方面的传
统优势以及发展创新及科技等新经
济增长点。特区政府会切实与相关
中央部委和广东省政府跟进落实。

林郑月娥说，此行她以粤港
澳 大 湾 区 建 设 领 导 小 组 成 员 身
份，来京出席国务院副总理、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韩正
主持召开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
小组会议，在会上汇报了过去几个

月来香港在创新及科技、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金融、气象、商务等方
面的工作。

她简要介绍了这些惠及香港市
民和便利香港专业界别到大湾区发
展的政策措施，认为这些措施内容
非常丰富。

在惠及市民的政策措施方面，
林郑月娥介绍了有关便利香港居民
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购买房屋、支持
香港居民在内地便捷使用移动电子
支付、在大湾区试点香港居民异地
见证开立内地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探索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等内容。

关于扶持专业界别，林郑月娥
介绍说，其中涉及律师、建筑业以
及保险业等。关于创新及科技，她
提及支持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
等内容。

林郑月娥：

感谢中央出台系列惠及
香港市民的政策措施

本报北京11月7日电（记者聂
传清） 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 7 日
在此间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
诚轩2019年秋季拍卖会将于11月中
旬在北京昆仑饭店拉开帷幕。

北京诚轩董事长左京华介绍，
本次秋拍共推出中国书画、现当代艺
术、瓷器工艺品、钱币4个项目，共计
7 个专场。傅抱石、黄宾虹、张大千、
溥心畬、徐悲鸿、李可染、林风眠、石
鲁等两岸名家皆有精品亮相。

中 国 书 画 项 目 共 约 500 件 拍
品，名家精品亦多。傅抱石1964年
所绘山水《树杪百重泉》尺幅宏阔，
气势磅礴，堪称其晚年力作。李可
染亦有佳构数帧，涵盖各种题材，
蔚为大观。大幅人物画 《钟馗》 乃

画家成名之作，曾参加1937年第二
届全国美展；1984年创作的 《柳塘
渡牛》 历经数次重要展览出版，是
画家晚年牧牛题材的典型样貌。

张大千 1965 年所绘 《骤雨图》
为其泼墨山水的奠基作品，1967年
出版之后画家又稍加润饰，使画面
构图更富张力；1969年完成的 《荷
花世界梦俱香》，笔墨老辣，呈现其
晚年纯熟的大写意荷花面目。

溥心畬精品数件，形式、题材
各自不同，洵为精彩。绘于1954年
的 《四季山水坤扇一组》 为溥氏极
少见的成套组扇，状写四季佳色，
精妙非常；绢本 《云山得意图》 约
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以米点皴
法出之，秀雅可爱。

本报香港11月6日电（记者张
庆波） 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6 日在香
港会展中心举办 90 周年志庆酒会。
中国太平董事长罗熹在致辞中表
示，90年来，中国太平始终与国家
同向同行、与时代携手共进、与香港
紧密相连，未来将一如既往秉承爱国
爱港初心，勇担保险为民的使命，坚
持“国家所需、太平所向”，与社会
各界一道，共创香港繁荣新篇章，
实现“共享太平”的美好愿景。

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
区政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共 600
余人参加酒会。

香港中联办副主任仇鸿在致辞
中说，中国太平长期扎根香港、跨
境经营，是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
窗口，希望驻港中资企业和社会各
界坚定不移维护“一国两制”，为香
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做出新贡献。

香港保险业监管局行政总监张
云正对中国太平成立90周年表示热
烈祝贺。他说，多年来，中国太平
扎根香港，履行央企责任，提供风
险保障和金融支持，热心参与公益慈
善和抗灾救灾等活动，参与并见证着
香港的发展，为促进香港保持长期繁
荣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央
企的担当。香港保险业监管局将一
如既往支持中国太平在香港的发展。

中国太平源自太平保险、中国
保险、民安保险三大品牌，始创于
1929年，是中国历史上持续经营最
悠久的保险品牌，也是唯一一家总
部在香港的中管金融企业。近年
来，中国太平快速发展壮大，跻身

《财富》杂志世界500强，已经成为
一家拥有60余万名内外勤员工、24
家子公司和2000余家各级营业机构
的大型跨国金融保险集团。

中国太平举办90周年志庆酒会中国太平举办90周年志庆酒会

体验布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米
线糖的制作，欣赏布依族刺绣，与
当地学生一起学布依族麒麟舞，向
村民学布依话、布依族民歌……来
自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
小学的学生廖敬天直言这几天在贵
州望谟过得很充实很有趣。

11 月 3 日至 6 日，“香港青少
年布依族文化研习活动”的 35 名
师生走进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望谟县，探访和体验布依族
文化，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走进贵州研习布依族文化，学
生们充满了浓厚兴趣。“这些刺绣
很漂亮，绣出的花草、飞鸟图案造
型逼真，栩栩如生。”在望谟县文
化创意园里，13 岁的韩乐欣对布
依刺绣爱不释手，不时拿着一两块
刺绣放在自己的包上比划。

韩乐欣所背的正是富有民族特
色的包。她说，这是妈妈在内地旅
游时买的，受妈妈的影响，韩乐欣
对这些包特别喜爱。当看到布依绣
娘穿针引线、技艺娴熟，韩乐欣很
敬佩，表示长大后想深入了解民族
文化。

贵州树章民族传统刺绣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黄望巧介绍，刺绣是

布依族妇女的一种手工艺术，在布
依族地区普遍盛行。布依族和苗族
手工纺织刺绣都是中国少数民族纺
织刺绣的组成部分，各具特色，都
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参加研习活动很有意义。”学
生代表蔡幸芝说，研习活动让我们
从城市走向乡村，从宣教走向研
习，从走马观花走向生活体验，得
到了最真实、最宝贵的收获。通过
研习，增强了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
的了解和认知，回去后，我们会制
作专题报告，与同学和老师分享交
流，把学到的布依族文化带回香
港，薪火相传。

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
辉中小学老师李维俭是此次研习
活 动 的 带 队 老 师 ， 自 2010 年 以
来，李维俭每年都会带着香港青
少年学生深入内地少数民族地区
考察体验和学习。李维俭说：“实
地参观体验可以更好地将在书本
上学到的知识具体化，我们也会
继续带领香港学生到内地更多地
方走一走、看一看，了解和学习
不同的风情文化。”

“香港青少年布依族文化研习
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

艺发展中心和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
术交流协会 （香港） 共同主办，团
队在望谟进行民族文化体验和考察
过程中，得到了当地县文体广电旅
游局的大力支持。

本次活动中，主办方为来自香
港的 35 名师生颁发了“中国民族
民间文化艺术推广大使”证书。学
生们对“新身份”非常自豪，纷纷
表示：愿意把学到的布依族文化带

回香港，传向世界，并呼吁身边的
同学、老师和朋友共同努力。

“港澳青少年民族文化研习计
划”是内地与香港、澳门文化交流
工作之一。自2010年5月在香港启
动以来，该计划已带领近千名港澳
青少年深入中国内地 18 个少数民
族地区，通过考察和体验各民族丰
富的文化艺术和多元的文化生活，
认识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两岸名家精品将争艳诚轩秋拍

香港青少年走进贵州研习

“愿把布依族文化带回香港”
刘 鹏 文/图

香港青少年在贵州当地体验米线糖制作。

11 月 6 日，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 27 届香
港国际眼镜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3天的展览
云集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810家参展商，同时

有来自 55 个国家的 5200 名海外买家前来采购。
香港贸发局副总裁周启良表示，香港是全球眼镜
业的主要生产和出口地，今年前9个月眼镜出口

值超过153亿港元，与去年同期相当。图为香港
国际眼镜展现场，来自中国内地的展商成为展览
的主力军。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近日，江苏省宜兴市生锋生态河蟹养殖专业合作社员工包装300公斤大
闸蟹，委托邮政特快专递发往澳门。该合作社是宜兴规模最大的大闸蟹养
殖户。图为合作社员工打捞螃蟹，准备包装。 丁焕新摄 （人民视觉）

宜兴鲜蟹快递澳门宜兴鲜蟹快递澳门

新华社澳门11月7日电（记者
胡瑶） 澳门特区政府发言人办公室
7 日表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
导小组会议后，中央政府将再度推出
一系列惠及澳门的政策措施。澳门特
区政府将会全力推进相关的政策措
施，共同努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发言人办公室发布的新闻说，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代表澳门

特别行政区向中央相关部委和兄弟
省份致以衷心感谢，相关政策措施
有利于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
一步便利澳门广大居民融入大湾区
就业、就学和居住，加强区内人
流、物流、资金流通，支持专业界
别在大湾区发展。特区政府将会全
力推进相关的政策措施，共同努力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澳门感谢中央再推惠澳政策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