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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当局“牛皮治台”再度破
功。近日，台“经济部”官员在“立法
院”当众承认，蔡当局此前多次借以
自夸的台商回流资金7000亿元（新台
币，下同），七成以上是“岛内资金”，
另外三成也是虚列，“岛外回来的（资
金）还没看到”。也就是说，台商真正
回流台湾的资金是“0”元。

今年1月，台当局开始实施“欢
迎台商回台投资行动方案”。这套方
案背后有蔡当局的处心积虑。一方
面，台湾经济疲软，欲振乏力，蔡
当局搞“台商回流”，乃是表示自己
也在努力“拼经济”。另一方面，这
也是蔡当局“拼政治”的一环。民
进党热衷于鼓吹“大陆威胁”和唱
衰大陆，对于台商在大陆投资获得
丰厚回报的事实从来视而不见，只
顾宣扬“两岸交流有风险”“投资大
陆需谨慎”。民进党称，大陆投资环
境正在变差，台商正可趁此机会

“鲑鱼返乡”，回到台湾温暖的怀抱。
方案有了，“成果”也随后奉

上，见效超快。蔡当局很快把台商
资金回流数字喊到了 5000 亿、7000
亿。在民进党支持者和不明就里的

台湾民众看来，这数字岂非代表民
进党关于大陆投资环境的描述是真
的？且证明民进党“拼经济”竟也
有高效的一面？

然而，牛皮吹大了，总归要被
戳破的。在台湾“立法院”近日的
质询环节中，台当局“经济部次长”林
全能一句“岛外回来的（资金）还没看
到”，让岛内民众再次见识了“政治诈
骗集团”竟然还有这种操作。

民进党猛搞政治斗争而经济无
能，岛内“缺电、缺水、缺工、缺地、缺
才”的“五缺”难题始终无解。大陆经
济发展稳健，且不断推出“31 条”

“26条”等嘉惠台商台企政策，有几
个台商会响应蔡当局的号召放弃大
陆回台投资呢？这本是明摆着的道
理，但民进党在造假这件事上，从
来都有迎难而上的“勇气”。

其实，熟悉民进党的人对这种
事恐怕已见怪不怪了。毕竟，民进
党当局上台以来，吹破的牛皮、捏
造的假数字、转过的发夹弯，早已

“罄竹难书”。
在大陆赴台游客悬崖式下跌、

岛内旅游业者哀鸿遍野时，蔡当局

却大肆发布“赴台旅客人数历史新
高”“东南亚赴台游客倍增”“花莲
车潮爆满”等“好消息”。台“主计
处”还连续发布数字加以佐证，将

“赴台游客人数新高”这一违和消息
装扮得有鼻子有眼。但旅游业者一
针就戳破了牛皮：蔡当局是把外
劳、台商、过境旅客全都计算在
内，才得出“新高”数字。

在台湾人哀叹万物皆涨而工资
不涨时，蔡当局官员言之凿凿称，
台湾人平均月薪已达 5 万元。惊闻

“喜讯”的岛内网民唯有纷纷向蔡当
局道歉：“对不起，是我拉低了台湾
人的平均薪资。”

在台湾经济秋风萧瑟之际，蔡
当局又高调宣称，台湾经济正处于
有史以来最好的水平，台湾已重回

“亚洲四小龙”之首。而岛内媒体随
即指出，仅以蔡英文执政的 2016 年
到 2018 年平均增长率看，香港为
3%、韩国2.9%、新加坡3.03%，台湾
则为 2.3%；如今蔡英文却莫名宣称

“又是第一名”，这种自吹自擂的说
法，令人错愕。

民进党一步步将两岸关系推到

了危险边缘，却一再甩锅大陆，将
自己装成受害一方；民进党不愿台
湾民众跟大陆来往，污蔑大陆惠台
政策是“糖衣炮弹”；民进党搁浅两
岸服贸、货贸协议，骗民众要和美
国签 FTA；民进党绞杀政敌，却美
其名曰“转型正义”；民进党搞“非
核家园”，号称台湾绝不会缺电，却
令全台发生大停电，电力长期紧
张；民进党每到选举，就炒作“红
色渗透”“干预选举”……民进党说
谎的例子多如牛毛，不胜枚举。

民进党之所以谎话连篇，只因其
“远大陆”的核心逻辑根本不通，由此
衍生出的两岸政策和内政措施也必
然行不通。民进党从不在意百姓福
祉，心里只有一党之私和选举算计，
拿不出真政绩，只有靠说谎骗票。
就这样，民进党把自己做成了选举
政治中的扭曲典型。我们不妨搬张
小板凳来看看，一个靠牛皮和谎言
生存的政党，究竟能骗多久。

“牛皮治台” 能骗几时
王 平

“牛皮治台” 能骗几时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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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香港11月26日电（记者陈然） 阿里巴巴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 （阿里） 26日正式在香港交易所挂牌
上市，成为首个同时在美股和港股两地上市的中国互
联网公司。阿里当日开盘报每股 187 港元，较 176 港
元的发售价上涨约 6.25%；午盘收报每股 188.10 港
元，较发售价涨6.88%。

根据招股书数据，阿里巴巴此次发行 5 亿股新
股，另有7500万股超额认购权，按照每股176港元的
定价，最多在港集资 1012 亿港元 （约合 130 亿美
元），是今年以来全球规模最大的新股发行。

上午9时30分，1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阿里巴巴生
态伙伴敲响上市铜锣，与在场嘉宾共同见证阿里回归
香港市场的时刻。

据介绍，10 位生态伙伴代表来自四大洲 8 个国
家，包括中国、新加坡、荷兰、泰国、土耳其、卢旺
达等，所在领域涵盖云计算、金融服务、物流、本地
生活服务等，折射了阿里巴巴数字经济体繁荣的方方
面面。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表
示，香港是阿里巴巴全球化业务的起点，也是集团
最初首选的上市地；得益于过去几年间香港资本市
场的积极改革，今天阿里巴巴终于“回家”上市。

“感谢客户，感谢港交所，感谢时代。香港，我
们来了！”张勇在现场表示，20岁的阿里巴巴今天踏
入新起点；在这场创造未来的崭新旅程中，集团将与
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起建设数字经济生态。

阿里巴巴曾打算在香港上市，但因香港未实行
“同股不同权”机制而改为远赴纽交所上市，共筹集
了250亿美元，成为2014年全球规模最大的IPO。

香港交易所进行的 25 年来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
于2018年4月30日正式生效，便利不同投票权架构的
创新型公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等新经济公司在
香港上市以及为寻求在香港作第二上市的中资及国际
公司设立新的第二上市渠道。

阿里巴巴成为港交所上市制度改革后首家在香港
第二上市的海外发行人，并以“同股不同权”架构在
港上市。

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感谢阿里巴巴
“回家”上市，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在海外的中国企业
陆续回港，为香港资本市场再绘美好画卷。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
长陈茂波、香港交易所主席史美伦出席敲锣仪式。

11 月 26 日，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
交易所挂牌上市。图为挂牌上市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朱 祥摄

阿里巴巴正式在香港上市
成为首个美股港股同时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日前，2019 两岸农业文创高峰
论坛暨“丽水山耕奖”农业文创大
赛颁奖典礼在浙江丽水举办，两岸
专家学者就如何借农业文创助推乡
村振兴踊跃探讨交流合作，希望携
手推动海峡两岸农业文创产业升
级，借“绿水青山”为乡村打造

“金山银山”。

借鉴台湾成功经验

农业文创是一种新兴业态，有
着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相比大
陆，台湾农业文创产业发展比较成
熟，已经有不少成功经验，不过也
面临市场规模较小的发展瓶颈。

“台湾的富丽乡村，走过从精致
农业、循环农业，到品牌农业、文
创农业的发展过程，有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于大陆来
说都是可以借鉴和吸取的。”台湾中

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在高峰论坛上
分享说，大陆的乡村振兴和全面小
康，可以让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人
共同富裕起来。台湾有很多农业文
创方面的人才，但是台湾市场太
小，而大陆市场广阔，两岸携手合
作，不仅让台湾的农业文创人才有
了用武之地，也对增加两岸融合、
促进两岸统一有重要意义。

提升农业附加值

在邱毅看来，两岸的农业有共
同的特点，就是地少人多，必须提
升农业的附加值。“农业文创的品牌
打造非常重要，可以增强记忆度、
忠诚度、辨识度，从而延长农业产
品的生命周期。”

而丽水的“天生丽质”就是一
张靓丽名片。多年来，丽水市坚持
走绿色发展道路，坚定不移保护绿

水青山这个“金饭碗”，努力把生态
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丽水山
耕”品牌创建就是一个生动实践。

近年来，丽水市台办更是结合
两岸农业交流，开展了诸多独具特
色的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据主办方
长寿之乡绿色发展区域合作联盟介
绍，此次两岸农业文创高峰论坛的
举办，就是为了通过两岸专家学者
的主题演讲，探讨创意农业发展方
向和路径，完善创意农业创新体
系，推动现代农业资源整合与持续
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本届“丽水山耕奖”农业文创
大赛共有108家参赛单位 （包括设计
机构、设计师、农业企业、品牌
商、农产品营销机构、台湾农会
等） 提交的268件作品报名参赛，分

为3个类别进行评选，最后颁发了最
佳农业品牌设计奖、最佳农业品牌
故事奖和最佳农产品包装设计3个大
奖和 20 名优秀奖。其中最佳农业品
牌故事奖由宁波向心力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选送的“欢喜奉桃”作品获
得，最佳农产品包装设计奖由浙江
自然造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选送的

“东方长粽”产品获得。
“ 此 次 丽 水 推 出 ‘ 丽 水 山 耕

奖’，是两岸首创的农业文创大赛，
对两岸文创农业和品牌农业的发
展，都将是重要推手。”对于农业文
创的 前 景 ， 邱 毅 非 常 看 好 。 他 认
为，年轻人未必要一直在城市打
拼，完全可以带着自己的工作经验
和对现代生活美学的理解，回归家
乡挖掘“金山银山”，寻找自己的
人生价值。“此处不留人，我为什
么不能回家乡去？广阔天地，大有
可为。”

2019两岸农业文创高峰论坛举办

台湾农业联结大陆市场
雷 蕾

新华社台北11月25日电（记者赵博、彭培根） 台当局经济主
管部门 25 日公布 10 月工业生产指数为 113.54，年减 2.92%；占比
最大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减3.27%，连续两个月负成长。该部门表
示，最后两个月制造业平均得有 6.5%以上的高幅度成长，全年才
有望回正，因此全年负成长恐成定局。

综合岛内媒体报道，由于去年 10 月创下历年单月新高纪录，
基期较高，加上传统货品持续疲弱，10月工业生产及制造业生产
指数如预期呈现负成长。

受全球经济成长走缓影响，今年外销订单及工业生产表现多
不如去年。以行业细分观察，集成电路生产年减1.91%，主因是储
存器市况仍淡、生产续减；液晶面板及组件业年减8.34%，主因是
大陆面板产能持续开出，终端市场需求仍疲；电子电容器亦因配
合客户库存调整而减产。

台湾经济研究院同一天发布“景气动向调查报告”显示，台
湾 10 月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为 92.37 点，较上月修正后数值减
少 2.22 点，连续两个月呈下滑态势；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为
89.04 点，连续三个月下滑；营建业则较上月增加 5.07 点，升至
103.01点。

专家分析说，尽管传统产业出口与接单表现较9月佳，使得传
统产业厂商对当月景气看法有转好，但整体改善幅度有限；部分
电子资通讯产品报价持续走跌，也使得电子零组件厂商看坏当月
景气的比例增加。服务业方面，受惠于假期出游消费需求，加上
百货公司周年庆陆续登场，均有助于拉抬业绩表现，车市、股市
交易也相当热络；整体而言，零售业与证券业厂商看好当月景
气，不过对于未来半年景气看法仍偏向保守。

另据台当局金融主管部门日前公布，截至10月底，全台公司
首次公开募股 （IPO） 家数 31家，比去年同期减少近四成。统计
显示，2015年至 2018年，台湾上市柜公司 IPO 家数依次为 58家、
61 家、44 家和 62 家。然而今年，加上已经核准即将挂牌的 9 家，
仍只有40家，表现不理想。

新华社广州11月26日电（记者丁乐、李嘉乐） 上世纪 60 年
代的香港市井、茶肆作坊，21 世纪的珠三角美丽乡村、超级工
程……聚焦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300 余幅摄影作品在广州
展览。

26 日，“镜头下的湾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粤港澳大湾
区主题摄影巡展在广州启动。本次展览由大公网主办，粤港专家
从 2000余幅征集作品中选出 300余幅集中展示。参展作品分城市
建设、文化内涵、乡村振兴、科技与人文四大部分，表现粤港澳
大湾区11座城市的建设成就。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副董事长姜亚兵表示，粤港澳三地同
根同源，地缘与文化血脉不可分割，加深粤港澳三地文化交流合
作，增强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
现实需要。展览以摄影作品为媒介，以巡展为平台，向海内外讲
述湾区故事，展示湾区人文特色，传递湾区精神风貌。

主办方此前邀请近40位粤港两地摄影师到惠州、中山等地采
风拍摄，香港心连大地摄影会会长陈俊濠说，像“空心村”到

“网红民宿”的改变，就让香港摄影师们直观感受到内地乡村的快
速变化。“各地摄影师联合釆风有助于交流切磋，之后的跨区联展
也需要两地通力合作，这是真正的推动与融合。”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吴秋北说，从展览
中看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活力与时尚。新老照片展现香港
经历沧桑巨变仍保有无限活力和潜力，讲述了一代代港人追求美
好生活的故事，更加期待明年在香港展览，鼓舞和激励更多港人
不懈拼搏。

本次展览广州站将持续到12月1日，巡展第二站将于12月17
日至23日在中山美术馆举办，并计划2020年在香港举行。

本报香港11月26日电（记者陈然） 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
化事务署和香港大学联合主办的“饶宗颐的故事”展览26日在香
港文化博物馆隆重开幕。展览回顾饶宗颐“学艺相辉”的一生，
展示他为香港、国家乃至世界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体现了中华
文化的历史传承和生生不息。

饶宗颐博古通今，成就非凡。他对中国历史、文化与艺术有
深入研究，在上古史、地方史、甲骨学、楚辞学、敦煌学及宗教
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并提出独到的创见，是当代最具影
响力的华学大师之一。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邓伟雄向传媒简介展览内容，
包括饶宗颐生活照片、私人信函、艺术创作、学术研究成果及其
他文献资料等200余项展品，例如饶宗颐探访敦煌笔记、隶书五言
联“万古不磨意 中流自在心”、《设色荷花巨幅》、书 《金刚经》
诗偈等。

邓伟雄特别介绍一幅水墨金卡《求是、求真、求正》，讲述饶
宗颐对做学问、做人的专注与坚持，使其在多方面获得极高成
就，最终成为享誉国际的国学泰斗。

据介绍，本次展览是香港特区政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展期至2020年2月17日。香港文化博物
馆还将举办连串特备节目，配合展览进行。

台湾制造业生产“连二黑”
全年负成长恐成定局

香港办展致敬国学大师饶宗颐

“镜头下的湾区”摄影巡展在穗启动

河南省光山县紫水街道办事处前楼村青年农民梅贤
宝和妻子刘恩芳 2017年返乡创业，创办贤宝家庭火龙果
种植农场，从台湾引进红正宗软枝大红红心火龙果苗及
技术种植，现在进入盛果期，喜获丰收，亩均产收入可
达到3.5万元。图为刘恩芳收获火龙果。 毕京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