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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澳门12月26日电（记者郭鑫） 26 日是澳门特
区第五届政府第一个工作日，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早上抵
达政府总部上班。他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特区政府首
要工作将以内地与澳门两地交流以及本地民生为主。

贺一诚表示，目前首要工作是与各司长开会，并因应
每位司长的工作范畴安排他们的首要工作。他表示，今后
与各司长举行的政务会议将会更多。至于明年度施政报
告，各司、局级部门将检查尚未完成的工作，提出下一年
可以落实的方案并把有关内容汇总纳入施政报告。

在内地与澳门交流方面，贺一诚指出，日前他率团赴
广州和珠海，与广东省委、省政府等相关领导会晤，介绍
双方的人员等情况。

贺一诚表示，此次出访考察了位于横琴的“澳门新街
坊”的选点位置。澳门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于前期已做
了大量筹备工作，将向外界公开其中一部分工作情况，但
土地细节方面仍需与内地有关方面协调，待落实有关土地
细节后便可动工。

对于横琴新口岸的开通时间，贺一诚表示，在全国人
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相关决定后，还需澳门本地立法才可让
特区相关部门在横琴口岸进行执法。他透露，特区政府将
尽快把有关法案提交特区立法会，相信立法会审议的时间
不需太长。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 12 月 25 日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大陆近年陆续推出“31条措施”、台湾居民
居住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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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台湾同胞尤其是基层民众现实
需求出发。发布会上，她就“26条措施”具体内容和
两岸关系热点等问题，回答了两岸记者提问。

台胞在大陆购商品房可享同等待遇

有记者问：“26条措施”中第18条规定，持台湾
居民居住证的台湾同胞在购房资格方面与大陆居民享
受同等待遇，请予以说明。另外，上海近日推出 300
套公租房形式的台湾青年公共住宅，请问今后是否会
将此形式推广至大陆各地？

朱凤莲表示，近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不
断出台相关政策，解决广大台胞的住房需求。持台湾居
民居住证的台胞，在大陆工作、学习，可按相关政策规
定，根据自身实际需要购买商品房，用于自住、自用。同
时，大陆部分城市购买住房实施限购，台胞在这些城市
购房和大陆居民一样，应符合当地政策规定。

朱凤莲说，除了购房，台胞在大陆还可承租公共
租赁住房，也就是公租房。上海市专门为在沪台湾青
年提供300套公租房，是一件好事、实事。在申请条
件上，两岸居民是相同的，非上海户籍的申请者都需
要持有居住证并缴纳社保。

她还介绍说，大陆 102 个地方出台的“31 条措
施”具体实施意见中，有不少直接涉及当地就业台胞
可以申请公租房的措施，比如北京、广州、厦门等
地。目前北京和厦门已分别有 38名和 16名符合条件
的台胞申请到当地公租房，广州市拿出 1000 套人才
公寓供符合条件的台胞申请。“为台湾同胞办好事，
当然是越多越好，我们都会积极支持和鼓励。”

台胞可申请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

有记者问：“26 条措施”第 15 条提出，台湾同胞可
申请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可申请符合条件的农
业基本建设项目和财政项目。请具体说明相关情况。

朱凤莲表示，台湾同胞可申请成为农民专业合作

社成员，是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享受同等待遇，在大
陆获得更好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这方面福建省先行
一步，2014年把台湾农民创立的漳平永福闽台缘高山
茶产销专业合作社，培育成为大陆首家以台湾农民为
主体的省级农民专业合作社，并在今年给予 30 万元
专项资金补助。

她介绍，在福建等地先行先试基础上，此次将台
湾同胞申请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政策措施向大陆
各地进一步推广。台湾同胞申请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成员后，在出资方式、经营业务、经验分享等方面都
将有更多选择和便利。两岸农民组织在管理经验借鉴
和资源共享方面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台当局阻挠两岸交流不择手段

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为一党之私全面
限缩两岸交流，在岛内大搞“绿色恐怖”，将“26条措施”、
两岸正常交流等活动诬称为大陆介入台湾地区选举，频
频公开诋毁攻击大陆，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升高两岸对抗、破坏两岸关系，正是
民进党当局操弄选举的一贯套路。他们心中完全没有
民生福祉，为了选举私利，不惜损害台湾同胞的切身利
益，剥夺台湾同胞选择的机会，钳制台湾同胞发展的空
间。这充分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心术不正和肮脏本性。

朱凤莲说，我们历来不介入台湾地区选举，更坚
决反对任何栽赃抹黑大陆的言行。我们关注的是两岸
关系发展的前景和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

她表示，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
台湾同胞尤其是基层民众现实需求出发，近年陆续推
出“31条措施”、台湾居民居住证、“26条措施”、台
湾居民在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等惠台利民的政
策措施，实现福建向金门供水、举办台商参与粤港澳
大湾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一带一路”建设等座
谈会，从更大范围、更广领域为台胞台企分享大陆发
展机遇创造有利条件，提供更多同等待遇，受到广大
台胞台企普遍欢迎和肯定。

朱凤莲表示，反观民进党当局，在过去 3 年多，为
一党一己之私，不断翻新花样，试图分化台湾社会、制
造两岸敌意。他们把黑手伸向两岸交流，把矛头对准岛
内民众，处处拆桥、断路、挖坑、筑墙，千方百计阻挡台

胞台企来大陆交流发展，破坏台胞台企的好事。

希望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排除障碍

在回答记者有关民进党当局附和美“2020财年国
防授权法案”中的涉华消极条款的问题时，朱凤莲表
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势力干
涉。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海和平和台湾同胞的福祉，为
选举私利，极尽诬蔑攻击大陆之能事，向美国反华势
力谄媚贴靠，令人不齿。

在回答民进党当局目前正在强推“反渗透法”的
问题时，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强推恶法，倒行逆
施，制造“绿色恐怖”，禁限两岸交流交往，升高两
岸敌意对抗，损害台湾同胞利益，终将自食恶果。

她说，民进党当局为一党政治私利，大开民主倒
车，完全置台湾民众福祉利益于不顾，强行以所谓

“修法”手段来进行政治操弄，影响极其恶劣，危害
极其严重。台湾各界人士已纷纷对此表达强烈谴责和
坚决反对。该法一旦通过，凡是与民进党立场不同的
政党、团体、人士，敢于批评民进党的媒体，来大陆
就学就业的台胞，参加两岸交流合作的人士，都有可
能被“莫须有”地扣帽子、打闷棍，遭到随意调查、
罚款，甚至是判刑坐牢。

在回答有关蔡英文近日就两岸关系提出所谓“四
个认知”的问题时，朱凤莲表示，这在我们看来完全
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建议大家要反过来解读：单
方面否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关系的，是民进党
当局；钳制两岸经贸合作，损害台胞台企切身利益和
台湾经济发展空间的，是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用台
湾民众的血汗钱乞求反华势力所谓“保护”的，是民进
党当局；煽动两岸对抗、升高两岸敌意、制造“绿色恐
怖”、企图全面控制台湾社会的，还是民进党当局。

她强调，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近期不断借
两岸同胞交往中的一些事情制造事端，以“碰瓷”方
式刺激岛内情绪，煽动两岸敌意，捞取选举私利，两
岸同胞要高度警惕，不要上当。

朱凤莲表示，我们希望两岸同胞能够共同努力，
早日排除障碍，推动两岸关系重回正确道路，共创光
明前景。

（本报北京12月26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为台湾同胞办好事，当然越多越好”
本报记者 王 平 金 晨

澳门特首贺一诚：

特区政府首要工作以与
内地交流和本地民生为主

岛内民调显示

逾 八 成 台 湾 民 众 认 同
台文化的基底是中华文化

新华社台北 12 月 26 日电 （记者吴济海、查文晔）
台湾网络媒体 ETtoday 新闻云 26 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
示，有高达 82.5％的台湾民众认同台湾文化的基底是中
华文化。

调查结果还显示，有高达 87.1％的民众感受到近年来
台湾在综艺节目、音乐作品、电影电视等娱乐产业，已渐
渐没落。有 80.1％的民众认为台湾娱乐产业仍然具有竞争
力，为了振兴台湾娱乐文创产业，台当局应该要努力更多。

据介绍，本次民调由 ETtoday 新闻云民调中心于 2019
年 12月 23日至 12月 25日进行，以台湾地区年满 20岁以上
民众为调查范围及对象，调查回收有效样本数为 1886 份，
抽样误差在95%信心水平下，为正负2.26%。

又到写年终总结的时候了。民进党当局正不
知酝酿怎样的官宣，民众已选好了年度汉字。不
同机构组织的票选结果，一“乱”一“困”调性
相同，民众对这一年观感有多差显而易见。就在
别处欢欢喜喜迎新年时，台湾近来又有上千民众
上街抗议，高喊“我要生存”的口号表达愤怒。
民不聊生一至于斯，台湾究竟怎么了？

何者为“乱”？因何而“困”？民进党当局乱政之
下，岛内经济民生惨淡，致使民怨四起。从民生之
本农业观之，蔬果价格崩盘，庶民血本无归。工商
业发展同样不得其法，岛内“缺电、缺水、缺工、缺
地、缺才”的“五缺”难题愈演愈烈。能源和劳工政
策荒腔走板，旅游业遭遇凄风苦雨。

民进党之所以把岛内治理得一塌糊涂，“拼
经济”口号跳票愈显荒谬，一则是施政无能，二
则是心不在焉。民进党正事搞不好，搞斗争捣乱
却非常在行。对政敌喊打喊杀自比“东厂”，恐
吓打压岛内持不同立场党派团体人士和参与两岸
交流的台湾民众，接连祭出“国安五法”“中共
代理人修法”“反渗透法”等幺蛾子……

民进党当局“绿色恐怖”铺天盖地，岛内被
折腾得鸡飞狗跳，民生凋敝，一个“乱”字道尽
民众心声。“困”在于民进党“台独”操弄不
断，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屡屡挑战一个中国
原则，致使两岸官方交流机制中断，在一中原则
成为共识的国际上也沦为笑柄。强行与大陆切
割，白白丧失许多发展机遇，只能坐困愁城。

台湾民众以年度汉字给民进党当局送差评，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打民进党上台以来，民众的
吐槽声就没停过。2016 年是新执政者胡作非为下
的“苦”，2017年是前途黯淡的“茫”，2018年乐见民
进党“九合一”选举大败而“翻”，今年又见当局作
恶不断致使岛内大“乱”。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民进党执政以来，先有地震、台风等天灾，
又有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在“台独”道路上
横冲直撞的人祸，再加上年金改革和“一例一
休”争议、房屋地价税双涨、全台大停电、空气
污染、“非核家园”之谎、“司法改革”之乱……
岛内物价飞涨，民众长期低薪，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红利既失，岛内百业无辜受创。

令人错愕的是，民进党当局竟对此视而不
见，反倒厚颜无耻地夸耀起“执政成就”来。上
台以来，自我感觉莫名良好的蔡英文，去年在发
表总结时，竟宣称“三年小成”。明眼人都知台
湾经济光景差，蔡当局却以荒谬的统计和判断，
恬不知耻地宣扬：台湾经济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好
水平，台湾已重回“亚洲四小龙”之首。

数据灌水、漫天扯谎、颠倒黑白，向来是民
进党蛊惑人心的套路，但官宣和民众切身感受差
距过大，若要让人信服，也真是侮辱智商。假大
空的“好消息”一戳就破，各界民众愤而上街抗
议才是活生生的现实。

台湾民众自然不傻。去年“九合一”选举
后，民进党当局的支持度跌至谷底。没曾想，蔡

英文非但不反省补救，反倒带头玩起了花头。一
面找来强大的网军在网络空间带风向，另一面蹭
各路网红流量，借此拉抬自己的人气。

岛内哀鸿遍野，蔡英文却跑去西门町拍吃卤
肉饭、喝手摇饮料的短片，打造小清新的“亲
民”形象，足见其无视民生疾苦的冷血，又满是粉
饰太平的轻浮。近来她更跟岛内乃至国际上影响
力可观的网红频频互动，不务正业，浪费公帑，抢
当“网红总统”，拉众人埋单搞自我营销的嘴脸昭
然若揭，还引来当局一众官员有样学样。

民进党当局沐猴而冠，败政坏德，还惯用诬
陷的卑劣伎俩。“绿色执政”一败涂地，为转移矛盾
焦点，民进党极力挑唆“恐中”情绪，“抹黑”“抹红”
对手和民众，一再操弄“两岸牌”“恐中牌”，煽动民
粹，制造对立，以此收割政治利益。

面对大陆向台胞敞开的怀抱、“31 条”“26
条”等实实在在的惠台利好，民进党当局恶毒地
将其斥作“统战阴谋”，并妄图切断与大陆的天
然联系，硬推已被实践检验无效的“新南向”，
坑害岛内民众撞向南墙。

走过“苦”“茫”“翻”“乱”的四年，台
湾民众早已不堪重负。如此胡作非为的民进党
当局，民众还能忍多久？台湾不能再乱下去
了 ！ 谁 是 罪 魁 祸
首 ， 如 何 走 出 困
局，答案在每一个
台湾人手中。

民进党，你的年度差评又到了
张 盼

民进党，你的年度差评又到了
张 盼

港 台 腔

“灯·照亮老台湾”特展
近日在台北迪化二〇七博物
馆开幕。博物馆当天展示了
上百件自清末以来的老灯，
包括传统烛火灯笼、煤油
灯，以及上世纪 70 年代的
霓虹灯等。两层楼的展示空
间，引导观众了解灯在台湾
的变迁史。图为来自云林县
的收藏爱好者李国隆 （左
二） 为大家展示点燃电土
灯。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本报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赵晓霞）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
26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捐赠
划拨仪式暨入藏纪念展开幕式”。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向捐赠方中国
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颁发捐赠证书。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发表讲话。

刘玉珠表示，新中国成立伊始，为遏制文物流失、抢救流散国宝，
文化部文物局建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抢救流散香港文物。这批
信札主要为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郑振铎先生和“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
组”成员之间的往来信函和相关单据，记载了很多重要文物的抢救过
程，是党和政府重视开展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的重要史料。刘玉珠对
嘉德公司的爱国义举表示感谢。他表示，嘉德公司秉持社会责任，积极
促进流失文物回归。今年 9月，国家文物局获悉这批信札即将在香港拍
卖，遂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联系。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主动作为，在尊重商业规则前提下成功竞购，慨然捐赠国家文物局。

捐赠划拨仪式结束后，“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入藏纪
念展”正式开展，首次向社会公开这批珍贵史料。展览展期为2019年12
月26日至2020年2月26日，公众可以前往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
馆第七展厅参观，切身感受新中国抢救流散文物的精彩华章。

图为活动现场。 邓 伟摄

郑 振 铎 等 抢 救 流 散 香 港 文 物
往来信札捐赠划拨仪式在京举行

在近日举行的台北冬季旅展上，岛内旅行社、酒店餐饮、民宿业者
抓住寒假和节日商机，向参观者提供优惠方案。图为参观者咨询大陆旅
游线路。 本报记者 陈晓星摄

台北旅展寻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