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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着 2019 年昆山市紧缺产业人
才奖的奖金，昆山莱恒洁净材料有
限公司市场总监范志旻考虑着要购
置哪些年货。“这是我从政府拿到的
最高奖励，是大陆对我的肯定。我
想和家人一同分享喜悦。”

昆山是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
台资企业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
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在这座有

“小台北”之称的小城里，10万台胞
台属安居乐业。在昆山安家、娶了
江苏妻子的范志旻正是这众多台胞
中的一员。

近年来，大陆先后出台促进两
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31 条措
施”、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等政策举

措，近期又出台了进一步促进两岸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26 条措施”。
江苏省迅速反应，省台办、省生态
环境厅联合发布《关于服务台企绿色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昆山也推
出了“服务台胞台企 20 条新举措”，
涉及台企转型升级、推出科技政策惠
台专项计划、台胞就业创业等方面。

从“31 条措施”到最新的“26
条措施”，在沪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彭祺炜看来，大陆惠及台胞
政策力度不断。“社保医保加入后，
为台胞在就医方面提供更大帮助。
在入学方面，台胞子女可以在本地
学校就读，也让台胞子女更接大陆
的‘地气’，更好地促进两岸融合。”

娶了昆山太太，孩子就读本地
学校，彭祺炜早已融入了昆山的生
活中。2019 年，在昆山市台办等部
门的协助下，沪铼光电获批为高新
技术企业，可以直接减免 10%的企
业所得税。同时，苏州市对台企转
型升级也给予了相应的补助，通过
引进新的自动化生产线，公司人力
减少了15%，效率进一步提升。

“26条措施”出台后，环鸿电子
（昆山） 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大毅的一
对子女马上在昆山买了房。“现在对
我们家来说，海峡的两边都是家。
儿子娶了黑龙江姑娘，女儿嫁给了
湖北男生。我们是两岸一家亲，共
享中国梦。

昆山台商谈“26条措施”

花开并蒂两岸一家
钟 升

“我们诞生于澳门，成长于横琴。”澳门
青年周运贤 2015 年将创业团队搬到珠海横
琴，成立“跨境说”公司，尝试打造跨越全
球的商品搜索引擎。如今，公司由初创时仅
13 人的团队，成长为拥有 160 名员工、横跨
澳门和横琴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每天在

“跨境说”平台上交易的商品数以万计。
穿梭澳门与内地，筑梦粤港澳大湾区，

已成为许多澳门居民的日常。随着大湾区建
设不断推进，“跨境说”借助大湾区的辐射，
将业务推向全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 的出台，为我们带来巨大商机。我们
会坚持所从事的行业，将自己的优势不断叠
加。”周运贤说。

以主人翁心态共谋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在 2019
年出台，其中有49项内容直接关系澳门，并将
其列为大湾区发展建设的4个中心城市之一，
使之具有核心引擎地位，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澳门创新发展研究会会长林卓华说，在大
湾区“9+2”城市中，澳门的人口和土地面积都
是最少的。如今澳门成为中心城市，更要发挥
好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以主人翁的心态参与规
划，更加积极主动地备好项目和对接沟通，为
大湾区的制度创新和项目落地作出贡献。

周运贤从事的科创行业，恰好是大湾区
建设的重点。在他看来，澳门虽然在会计、
法律、翻译等领域具备人才优势，但技术和
运营人才相对欠缺，市场也有所局限。横琴
与澳门仅有一水之隔，与澳门优势互补，在
大湾区建设的带动下，正成为粤港澳深度合

作示范区。自2015年启用以来，横琴澳门青
年创业谷累计孵化项目 349 个，其中澳门创
业团队达 186家。10年来，已有 1500多家澳
资企业在横琴注册落地。

澳门会展业协会理事长何海明2019年也
在横琴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开始了“跨境办
公”。“大湾区为澳门会展业发展提供了广阔
腹地，湾区内其他城市的会展也可以通过澳
门平台‘走出去’。”他说。

因澳门而生，与澳门共荣。10年间，横
琴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保驾护航。在
横琴落地的澳门企业如今超过 1900 家，投资
总额超过855亿美元；固定资产投资逾2700亿
元，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达64%……

从澳门居民到“湾区居民”

“琴澳合作已经从经济领域逐步拓展到社
会民生和社会治理领域。”澳门街坊会联合总
会 （以下简称“街坊总会”） 理事长吴小丽
说。街坊总会服务网络覆盖全澳门，当地人
称之为澳门的“超级居委会”。

2019年11月，街坊总会广东办事处横琴
综合服务中心揭牌，这是澳门社团在内地开
设的首个社会服务中心。就在2018年，街坊
总会中山办事处启用，开创澳门非政府组织
代表机构进驻内地的先河。

“横琴综合服务中心是澳门经验、澳门标
准、澳门特色与横琴实际的有机结合。”吴小
丽说。从办事处发展到服务中心，越来越多
澳门居民融入内地，成为“湾区居民”。单在
横琴一地，澳门居民就购置了近6000套各类
房地产，一年有近万人次澳门居民在横琴就

医；约有 3 万多名澳门乡亲生活在中山三
乡；截至 2019年 9月，在广东高校就读的澳
门学生超过2000名。

根据规划，横琴将为 1 万户澳门居民提
供“澳门新街坊”住房供应。目前已有 300
多名澳门居民在珠海购买了医保。“我们的服
务对象既包括在横琴创业、就业、就学、居
住、旅游以及养老的澳门居民，也可以向横
琴本地居民提供针对性、专业化、精细化的
服务。在澳门回归 20 周年之际，在内地就
医、居住、创业等，已成为越来越多澳门人
的主动选择。”从街坊总会来到横琴服务的澳
门全职社工陈志辉，正参与和见证民心相通
的生动实践。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关于澳门如何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认为，澳门居民中
还有不少人有误解，认为到了内地才是到了
大湾区，而澳门不是大湾区。贺一诚说，所
以我和年轻人讲，你们今天在澳门做事，就
是身在粤港澳大湾区。我们是其中的十一分
之一。澳门自己首先要“磨好刀”，做好准
备，才能和兄弟城市配合好，融入大湾区，
实现共同发展。

“大湾区内城市之间绝非零和博弈，而是
彼此优势互补，共同将大湾区建设成创新能
力突出、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
际一流湾区。”贺一诚说。

2019年11月，澳门与内地签署《关于修
订〈CEPA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进一步
深化内地与澳门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强双方

经贸交流与合作，支持和鼓励澳门各界参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澳门在未来将更大有可为。

港珠澳大桥通车 1 年多，日均客流量约
6.69 万人次。大桥澳门口岸与珠海口岸实行
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安排，更令
澳门与内地、香港往来便利程度显著提高。
澳门汇智社理事长杨骏说，澳门要善用港珠
澳大桥及各口岸互通，加强高铁等轨道交通

建设，打造水陆空立体化的交通配套。同时
简化口岸通关手续和减少通关时间，建立信
息共享，提高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的便利度。

放眼未来，澳门博览集团董事长何海明
说：“澳门企业会积极对接内地广阔市场，加
速实现自身发展壮大，不断探索实践澳门产
业多元发展新路径，推动澳门深入参与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合作互融，澳门居民筑梦大湾区
本报记者 张 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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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019年12月31日电
（记者金晨） 针对台立法机构 12 月
31 日通过所谓“反渗透法”，国务
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应询指出，民
进党当局为了谋取政治和选举私
利，大搞“绿色恐怖”，破坏两岸交
流交往，制造两岸敌意对抗，伤害
两岸人民感情，严重损害台湾民众
福祉利益。岛内各界人士强烈谴
责、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倒行逆
施，对民进党当局破坏台海和平稳

定的后果表示深切忧虑。
朱凤莲表示，我们正告民进党

当局，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守望相
助的情感，是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
的；两岸同胞命运与共、密切交流
合作的大势，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
挡的；逆民心而动，蓄意制造两岸
对立、挑起对抗必将自食恶果。相
信广大台湾同胞会明是非、识大
义，共同排除干扰，与大陆同胞携
手共创两岸关系光明前景。

国台办：

民进党当局为谋政治私利大搞“绿色恐怖”

本报台北2019年12月31日电
（记者陈晓星、孙立极） 在辞旧迎新
的跨年之际，台湾当局视质疑反对
声浪为空气，今天以立法机构多数
优势强行表决通过所谓“反渗透
法”。消息传出，台《联合报》快评
指出，此举“宣告‘绿色恐怖元
年’正式开始”。

评论指出，“反渗透法”的“立
法”是一场荒谬剧。所谓法案对

“渗透来源”定义模糊不清，让所有
与两岸有关的人都可能“触法”。台
当局领导人蔡英文一方面大言不惭
说要充分说明，一方面限期年底通
过，根本闹剧一场。

新党今天召开记者会痛批所谓
法案定义不清、因人设事，根本是

“罗织入罪法”。律师陈丽玲在记者
会上指出，已有农民因转贴文章就
被处置，还有70多岁的桃园老奶奶
半夜被上门调查。

中国国民党今天发出新闻稿指

出，民进党急于完成“反渗透法”全然
是选举考虑，为绿营打击异己提供
新工具。民进党为了操弄选情，为了
推进“台独”目标，处心积虑立恶法、
行霸政，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镒表
示，出台“反渗透法”是为台湾经济埋
下一颗未爆弹，大陆与台湾之间有
太多商业交流，这个法案太过模糊，
且并未公开讨论过，目前也不确定未
来的执法情形会怎么样，如果有心人
士刻意检举，是否就要因此上法庭？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庞建国
早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反
渗透法”名为“反两岸交流法”才更名
实相符，暴露了民进党缺乏自信。相
比大陆接连出台惠台措施，向台湾
开放市场，给予台湾民众同等待
遇，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民进
党却以“反渗透法”回应，一迎一
拒之间，“我们看到的是大陆越来越
自信，台湾越来越封闭退缩”。

台湾各界痛批“反渗透法”

无所不用其极为绿营打击异己提供新工具

2019年7月4日，在横琴居住的澳门居民吴女士展示“澳门居民参加珠海医保社会保
障卡”。 张 婷摄

2019年12月31日，在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实验小学校园里，“挥别过去，启梦未来”主题迎新活动在大操场上举行。学生们写下新一年心中
的梦想，并封存在信封里，投递到学校设计的“邮箱”，一年后开启，看看他们的愿望是否实现。

本次活动旨在让学生们在跨年之际，引导孩子们怀揣梦想，激发他们主动学习和享受学习的乐趣，阔步前行，感受成长的快乐。
林 升摄 （人民视觉）

书写希冀 启梦新年

根据 2019 年 12 月 30 日在澳门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珠海
湾 仔 口 岸 将 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 恢
复通关，澳门内港客运码头同日将
重启澳门到珠海湾仔的航线，口岸
开放时间为早上 7 时至晚上 10 时，
往 来 湾 仔 码 头 及 内 港 客 运 码 头 的
客轮班次为 110 班，便利澳珠居民
往来。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张
永春表示，在中央政府、广东省及珠
海市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珠海湾
仔和澳门内港客运码头将在下个月恢
复通航，横琴新口岸也将在近期投入
运作，这将为澳门居民往来珠海提供
更加便利、舒适的通关条件，促进两

地的人员及经济交往。
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局局长黄穗

文 表 示 ， 已 收 到 粤 通 船 务 提 出 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重启内港至湾仔海
上客运服务的申请，航班加密至每
15 分钟开出一班，整体总航班数增
幅3倍。票价方面，澳门和珠海居民
将享优惠：澳门往湾仔的单程优惠票
价为 20 澳门元、来回 30 澳门元；湾
仔往澳门则为单程人民币 15 元、来
回人民币25元。

作为连接珠海、澳门的珠海湾仔
口岸2016年1月起暂停使用至今，受
此影响，往来珠海湾仔口岸至澳门内
港的航线也停航近4年。

针对社会关注的横琴新口岸工程

进度，张永春表示，全国人大常务委
员会已授权澳门特区对横琴口岸澳方
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目
前，特区政府正抓紧推进澳方口岸区
的本地立法、通关测试等各项准备工
作，在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后，将分阶
段投入运作。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副局长
刘运嫦表示，在粤澳创新合作的基础
上，横琴新口岸未来将建设成集客
流、物流于一体的“大通关”口岸，
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
式，旅客和车辆都只需一次排队即可
完成全部的出入境查验手续。

（据新华社澳门2019年12月30
日电）

澳门内港到珠海湾仔航线将恢复通航

便 利 澳 珠 居 民 往 来
郭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