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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20年，澳门司法机关始终保
障‘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有效实施，坚决
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我可以肯定地
说，澳门终审法院和整个司法体系在澳门
实践‘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的过程中，扮演了‘稳定器’和‘压舱
石’的重要作用。”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前
夕，澳门特区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在接受
中央媒体集体采访时坚定地表示。

1999年12月20日零时，中国政府恢复对
澳门行使主权。在37岁的澳门特区终审法院
院长岑浩辉领誓下，23位特区各级法院法官
分别使用中文普通话和葡萄牙语宣誓就职。

“从那天起，我们的法官就承担起基本
法赋予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独立司法权、终
审权，并且同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成员
们一道，确保国家恢复行使对澳门的主权
和管治权。”岑浩辉说。20年来，澳门司法
队伍不懈努力，致力于准确解释与适用基
本法、坚持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增
进司法透明、加强司法合作，推动澳门特
区的司法体系日趋完善。

“值得欣慰的是，20年来，澳门没有出
现因为我们终审法院或其他司法机关的裁
决而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情
况。”岑浩辉自豪地表示。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
区，澳门肩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
展利益的责任。岑浩辉说，目前澳门已初
步建立起了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
益的法律体系和执行机制，即以 2009 年依
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制定的 《维护国家安
全法》 为基础法律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法
律和组织架构，构成维护国家安全的网络。

“假如澳门出现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根据现有法律，相关案件必须由中国
籍法官进行审判。另外，对以暴力方式实施犯罪、且可处以最高限度超过8年徒刑
的，法官必须对嫌犯采取羁押措施，不会让他们有机会继续犯罪；对于年满18岁、
罪行不是非常严重的现行犯，可以实施简易诉讼程序，在48小时内展开听证，加
快案件审理，防止案件的积压和社会秩序的失控。”岑浩辉这样告诉记者。

谈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的司法合作，岑浩辉说，粤港澳大湾区涉
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法系。因此，加强粤港澳大湾区里的司法合作
很有必要。回归以来，澳门和内地先后签署了3个民商事方面的安排，在内地
与澳门之间建构起相对完整的民商事区际司法协助的法律框架。这对粤港澳
大湾区的建设无疑起到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内司法协助的效
率，今年澳门特区与最高人民法院修订了 《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查取
证》 的安排，重点是在内地与澳门之间建立一个司法协助网络平台，通过网
络传递司法文书和证据材料，以提高澳门与内地的法院之间，尤其是与大湾
区各城市的法院之间司法协助的效率。”

岑浩辉表示，澳门特区法院十分重视与内地的司法交流。“从敦煌到曲
阜，从延安到遵义，从井冈山到西柏坡……每年我们的法官都会用一周到十
天的时间，到内地参访，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新中国发展的道路，非常有
意义，大家都表示受益匪浅。”

另外，特区也十分重视对司法文员的国情教育和中文水平提升，以及对
“一国两制”的了解和对基本法的学习。回归至今，澳门特区与内地合办了各
类课程，修读的司法文员达235人次。

面向未来，岑浩辉说，他和他的团队将在改革管辖权制度、完善法律制
度、改革评核制度、加强司法官培训和改善硬件设施等方面继续努力，让澳
门的司法体系更好地体现公正和效率，更好地响应市民诉求和社会变迁。

上月，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经商
中央组织部等20个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促
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

“26条措施”），受到台胞台企欢迎和肯定。国
台办 12 月 11 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国
家发改委外资司副司长郑持平、科技部港澳台
办副主任徐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
新司副司长李玉冰等，详细介绍“26 条措施”
中涉及为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的13条措施。

国家发改委：
大陆仍是台商最具投资价值的市场

有记者问：“26 条措施”第 7 条提出，鼓
励各地根据地方实际，为台资企业增加投资提
供政策支持。请问具体有何考虑？

郑持平应询表示，当前，大陆仍具有明显的综
合发展优势。对台商而言，大陆仍是最具投资价值
的市场。我们将鼓励各地根据地方产业发展规划，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在法定权限内制
定投资促进和便利化的政策措施，发挥好各类台商
发展承载平台作用，打造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投
资环境，为台资企业扩大投资提供政策支持。

郑持平表示，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通
过不断扩大开放、优化投资环境，大陆逐步成为跨
境投资的主要流入地之一，也促进了大陆经济与世
界经济的融合。2018年，在全球跨国投资下滑13%
的大背景下，大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1383亿美元，
同比增长1.5%，外资流入规模居全球第二位。

他指出，今年以来，大陆通过颁布《外商投资
法》、放宽市场准入和加大投资促进力度，为包括
台资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扎根大陆发展提供
有力支持和保障。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
报告2020》显示，大陆营商环境排名跃居全球第31
位，比去年提升15位。大陆各级政府将通过贯彻实
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持续改善投资环境。同
时，大陆正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提升供给质量和水
平，促进形成强大消费市场，这为包括台资企业在
内的各类企业创造了更多发展机遇。

科技部：
为两岸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更多机遇

“26条措施”第 13条提出，符合条件的海
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可以申报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
众创空间。有记者就此提问，徐捷表示，这是
为了进一步为海峡两岸科技企业构建良好的成
长生态，为两岸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提供更多机
遇和更好条件，促进两岸先进技术成果转移转
化，培育两岸经济发展新动能。

徐捷说，目前，共建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 980 家，国家大学科技园 115 家，国家备
案众创空间1949家，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和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平
台。2015 年以来，已有 20 个省市设立了 76 个
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涵盖园
区、学校、创业孵化器、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各
类平台，逐步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桥梁和
台湾青年来大陆实习就业创业的重要载体。

徐捷还介绍说，2018 年 11 月，科技部会同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教育部共同发布《关于科技
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众创空间税收政策
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对于申报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成
功的就业创业基地和示范点，可享受相关税收
优惠。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
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
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费；对其向在孵对象提供
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

市场监管总局：
台企参与国家标准制定享有同等待遇

有记者问，“26条措施”第 12条讲到，台
资企业可与大陆企业同等参与行业标准的制订

与修订，共同促进两岸标准互联互通。请介绍
这方面考虑。

李玉冰应询表示，台资企业在参与国家
标准制定方面与大陆企业享有同等待遇，这
种待遇体现了标准公开、透明、共同协商的
特点。国务院标准化管理部门将依据 《标准
化法》 相关要求，积极完善标准制订各项管
理制度，保障台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大陆各
类标准化活动，增进技术交流、促进质量提
升、实现产业发展。

李玉冰表示，大陆在制订和修订行业领
域标准方面具有广阔市场优势，台资企业在
部分产业领域有着丰富技术积累，双方合作
有助于提升两岸企业在标准领域的话语权，
增强竞争力。

有记者问：今年 1 月 2 日 《告台湾同胞
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到

“两岸要应通尽通”时明确提出“行业标准共
通”。请问到目前为止，在两岸行业标准共通
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李玉冰回答说，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关于两岸行业标准共通的重要要求，市场
监管总局协同有关地方和行业协会于今年 5月
赴福建省福州市、厦门市就“两岸行业标准共
通”开展调研，了解台资和大陆企业对两岸行
业标准共通需求，了解经贸合作现状、重点领
域需求，探讨举办两岸行业标准交流研讨会，
研究相关行业中标准共通的重点领域，推进开
展两岸标准比对研究等工作。

李玉冰举例说，茶是两岸同胞共同喜欢
的饮品，为促进两岸台式乌龙茶贸易畅通，
根据大陆乌龙茶产业发展需求，我们大力推
进两岸茶叶产业的标准共通，推动台湾茶叶
学会和有关企业参与 《台式乌龙茶》《台式乌
龙茶加工技术规范》 等国家标准研制工作，
目前两项国家标准项目即将立项公告。相信
今后两岸相关业者将在更多领域推动制定共
通标准，并给两岸同胞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
好处。

干货满满！国台办记者会详解“26条措施”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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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盛开·人物专访

新华社香港12月10日电 针对
美国驻港总领事史墨客以“美对港人
权承诺始终如一”为题在香港媒体发
文，公然以“人权”为幌子对香港事
务和中国内政妄加评论、横加干预，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
10日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美方应该先照照镜
子，对自身人权问题反躬自省。长期以
来，美方对国内人权状况日益恶化、贫富
分化日趋严重视而不见，对枪击案、种族
歧视和排外等事件频发的客观事实充耳
不闻，对自身为逃避国际监督而悍然退
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无赖行径避而不
谈，却大言不惭以“国际人权卫士”自居，
不知廉耻，令人不齿。事实证明，美方不
是对人权承诺始终如一，而是对人权问
题的双重标准始终如一，是假借“人权”

干涉别国内政始终如一。
发言人表示，香港回归以来，“一

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
得到切实贯彻落实，香港人权有保障、
民主在发展，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
都无法否认的事实。美方睁着眼睛说
瞎话、昧着良心搞破坏，打着“人权”的
幌子，炮制“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为
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唯恐香港不
乱，唯恐中国不乱。他们的图谋是痴心
妄想，决不会得逞。

发言人强调，香港事务是中国内
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置喙。我们要
求美驻港外交官恪守包括《维也纳领
事关系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恪守基本法和香港特区
各项法律，恪守促进美港经贸文化合
作的本分，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言行。

新华社香港12月11日电 香港
特区政府发言人 11 日宣布，内地与
香港就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安排签订
的第五议定书已经生效。

第五议定书于今年7月签订，在
内地与香港就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安
排中加入新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条款，

为香港和内地到另一方工作的合资格
教师和研究人员提供税务宽免，并加
入防止滥用税收协定的措施，确保内
地与香港就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安排
符合最新的国际税务标准。

这份议定书在双方完成有关的批
准程序后，已于2019年12月6日生效。

外交部驻港公署：

美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始终如一”

内地与香港就避免双重征税安排的第五议定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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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很多在大陆工作的台商会把喜欢
的大陆歌曲带回台湾播放。后来，大陆更多优秀的
影视作品和娱乐节目在台湾热播。我们部落的一些
长老也会通过网络接触不同风格的音乐。”近日在
北京举行的一场文化沙龙上，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
歌手杨品骅分享了自己的亲身体验。

这场以两岸音乐和美食为主题的文化沙龙在
人民日报社图书馆举办，包括台湾少数民族歌
手、两岸新闻评论人、在台湾求学的大陆学生在
内的青年嘉宾共聚一堂，畅谈两岸文化的民心相
通和创新互动。

谈及两岸音乐共通之处，杨品骅从创作角度分
析了“中国风”乐曲潮流趋势。杨品骅说：“华语音乐
以中文为基础，中文歌词的走势以诗词歌赋为依
托，比如发音方式和排比、韵脚的运用。最初我只对
台湾少数民族音乐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解，但当我接
触到大陆民族音乐的时候，更加发现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之处，相信两岸音乐有更多交融的可能性。”

“音乐是各地文化表达和传承的重要载体，两
岸文化的共通之处也会体现在歌曲当中。”曾在台

湾辅仁大学交换学习的大陆学生魏宏举例，比
如，福建歌曲 《大田后生仔》 反映了闽南地区年
轻人奋斗打拼的生活状态，台湾乐团的 《浪子回
头》表达的是对时间和朋友的珍惜。

台湾青年沈杰认为，一方面，中华文化底蕴
承托两岸音乐发展，另一方面，音乐能够帮助两
岸青年构建共同情感。“不少台湾人没有来过大
陆，但他们通过音乐能够对大陆有一个初步的了
解，这个第一印象就很重要。”沈杰说。

拉近大陆和台湾青年距离的，不仅有广为传
唱的“中国风”歌曲，还有街头巷尾的味觉融
合。沈杰记得小时候街坊邻居住得很近，隔壁家
阿姨做的菜是四川味道，经常飘出一股浓烈的麻
辣香味。沈杰说：“我奶奶是上海人，我一直特别
怀念她做的菜饭。最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上海，
走进一家店铺点了菜饭，吃着吃着，眼泪都快掉
下来了，因为那就是奶奶的味道。”

从包罗大陆各大菜系的台湾眷村家常菜，到
如今在各地都能品尝到的正宗蚵仔煎、珍珠奶茶
和凤梨酥，杨品骅认为，台湾美食有它固有的中

华印记，同时也是大陆美食的创新延伸。《台北
女孩看大陆》 作者、两岸新闻评论人郭雪筠同样
认为：“两岸文化的连接很奇妙，这是分无可分
的纽带。”

此外，沈杰就全球跨境“食”代的两岸美食
产业合作表达了观点。他提到：“在美国洛杉矶，
以台湾甜品、川渝火锅为代表的中餐十分受欢
迎，用餐高峰时段需要排上两至三个小时的队，
优质的东西世界通用，两岸美食应该代表中国形
象共同推广出去。”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刻意在文化和教育领域
推行“去中国化”，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妄图割裂
两岸文化沟通交流。“岛内课本上不写的，我们就大
声唱出来。”杨品骅表示，“我们看大陆综艺节目《乐
队的夏天》，唱客家歌曲的素人能够成为乐坛黑马。
台湾地区音乐人也可以在大陆找到值得深耕的领
域，只要做得精，观众就会给你掌声。”

活动现场，杨品骅还清唱了一段台湾少数民
族的特色歌曲《老人饮酒歌》，旋律悠扬，萦绕回
荡，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来宾。

音乐美食为媒

两岸青年共寻文化之根
朱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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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高步村高步小学旁的“高步书屋”，近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建筑节上获公民与社区类
最佳设计奖。该书屋由香港中文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和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师生共同设计，书屋建设费用由香港爱
心人士捐助。图为村里的儿童在书屋内阅读。 粟明辉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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