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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一词近来很流行，但本文要说的“新
冠”是流行于台湾岛上的“台独”。“新冠”与“台
独”扯到一起，是因为“台独”有了一顶新帽子
——“中华民国台湾”。于是，我们便不得不探究
一下这个“新冠”遮盖下的内里乾坤。

伪装蒙人越货

“中华民国台湾”这个“新冠”，新就新在
它把“中华民国”与台湾合而为一，看似只是
两个现成名词的合并，实则并不简单，极具含
混性与欺骗性。

其含混性在于，把台湾提高到了与“中华
民国”等同的地位，从而改造了“中华民国”
的表征。这正是民进党一直以来把台湾“国家
化”的重要步骤和巧妙手段。

其欺骗性则在于，用“中华民国”掩盖台
湾，实际上是用“独台”做“台独”的挡箭
牌。这是民进党对台湾的新定位、新包装、新
标签，浓缩了民进党对台湾法理地位、政治面
目、发展方向的阶段性论述。剖视“中华民国
台湾”的构成，其重点当然是台湾，“中华民
国”只是其虚掩。毕竟现阶段“中华民国”仍
有掩饰和保护作用，对台湾“国家化”有利用
价值。但民进党不会止步于此，一旦时机成
熟，定会抛弃“中华民国”，端出“台湾共和
国”。这绝非危言耸听。

“中华民国台湾”还有明显的荒谬性。既要
推“台独”，不想藏着掖着台湾，又不愿抛弃

“中华民国”这个外壳，所以只能来个小脑袋顶
上大帽子，不伦不类，欺世盗名，岂不滑稽？
真是费尽心机，让人叹为观止了。

“新冠”炮制者为何绞尽脑汁弄出这么个怪
物？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明白，台湾根本就不
是国，所以他们才拼命在名称上下功夫。还因
为“中华民国”有个“国”字，那是他们可望
而不可即的，岂能弃而不用。于是炮制出“中
华民国台湾”这么个怪诞称谓，聊以自慰。其
实，在外人看来，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自娱

自乐。试问，面对这样一个改头换面、实质背
离一中原则的怪物，国际社会能认它吗？答案
是不能。蔡英文上台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
直使劲在国际上拉抬台湾，但对台湾的称呼并
未改变，也很难改变。现在民进党当局不厌其
烦，生搬硬造，拿“中华民国台湾”这个标签
大做文章，可能是基于相信戈培尔“谎言说千
遍即可变真理”的“教诲”，寄望于千呼万唤，
变习惯为自然、假货变真货。这着实滑稽可
笑，却是炮制者内心的真实写照。

万变不离其宗

显而易见，“中华民国台湾”是民进党推进
“渐进台独”的重要表现、操作手段和阶段性成
果。民进党重新上台以来，民进党一刻都没停
止推动所谓“正名”，于是就有了“中华民国台
湾”这个阶段性改号“成果”。从岛内的反应
看，它不仅未遭遇在野党强烈反弹，还被很多
人以投机的眼光视为一次巧妙的“脱壳”。

必须指出，“中华民国台湾”名称的性质是新
版“两国论”、“台独”新变种。妄图以“中华民国台
湾”作为台湾的公开定位，非正式、试探性地修改

“中华民国”称号，其目的是要改变台湾与大陆的
法理关系，变相宣示台湾地区是以“中华民国台
湾”为名的“国家”，即民进党当局所宣称的“台湾
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显然不是一个
简单的新包装、新符号、新用语，而是“两国
论”的新版本、“渐进台独”的新成果，也是民
进党谋“独”的新步骤、新标志。

进而言之，民进党创造了一个两便的架
构，它看起来既不是完全的“台独”，也不再是
原来的“两个中国”。这个方程式混合了“两个
中国”问题和“一中一台”问题，试图鱼目混
珠、瞒天过海。这就是其极狡猾之处。更巧妙
的是它在名义上已变成一个与中国没有关系的
东西。按这个路线图走下去，最终就是要把台
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正是蔡英文竞选办公室
前发言人林静怡所泄露的“天机”。所以，“中

华民国台湾”是新的“台独”形式、路径和手
段已确定无疑。“中华民国台湾”的危险性和危
害性正在于此。

用心一脉相承

“台独”是危害中华民族的“毒瘤”，它寄
生在所谓“中华民国”躯壳下，企图逐渐毒害
中国的肌体。这种隐蔽渐进的“独立建国”路
线从未脱离解构“中华民国”一中架构的轨
道。民进党虽仍用“中华民国”纪年，但心已
另有所属，只把台澎金马视作“中华民国领
土”，“两蒋”所坚持的“中华民国”幅员与意
涵已完全改变。这就是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在
台湾”的要义，也是“特殊两国论”的滥觞。
陈水扁则更进一步，抛出“中华民国是台湾”
谬论，炮制了两岸“一边一国”版的“两国
论”，并公然推动法理“台独”。

而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则直接用嫁接法改造
“中华民国”称号，把台湾加了上去，实施了阶
段性“正名”。循此操作机理，不排除民进党下
一步很可能继续拿中华二字当遮羞布和挡箭
牌，抛出一个“中华台湾国”或“中华台湾民
国”来，前置并做实台湾，解构“中华民国”，
直至告别“中华”、脱去“民国”、挂牌“台湾
共和国”。这当然严重依赖外部环境和条件。但
凡事预则立，全体反对分裂祖国的中华儿女万
万不能低估“台独”的顽固与狡诈。

至此，“中华民国台湾”的实质与功能已一清
二楚，再怎么巧妙掩饰或巧言声辩都无济于事
了。如果民进党当局仍幻想在 5.20演说中，以这
顶“新冠”作掩护，发表迷惑性论述，忽悠各方各
界，以为广大世人还看不清这顶破帽下是什么面
目，那就太低估他人的智商，纯属自欺欺人了。

（作者是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真是太谢谢黄紫玉女士捐赠的这批口罩
了。真的是患难见真情啊！我们一定以最快速
度把口罩分发到同胞手中。”当地时间 3 月 25
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内，菲律宾华社救灾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边搬运着装满口罩的箱
子，一边激动地表示。

口罩箱外粘贴着大红色的贴纸，贴纸上
“共同抗疫！共渡难关！守望相助！”几个大字
显得格外醒目。它表达了捐赠者、全国台湾同
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副会长黄紫玉的爱心与关
怀，更展现了心手相连、命运与共的大爱之情。

“希望我们送去的不仅是一份紧缺的物资，
是一份共克时艰和守望相助的温暖，更是一份
中菲友谊的见证和深化！”黄紫玉说。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突然袭击湖北武汉，
并迅速在中国大陆蔓延。口罩成为人们抗疫的
必备物资。此前由于偶然的契机，黄紫玉曾购
入两台医用口罩生产设备，但它们一直处于闲
置状态。

疫情当前，黄紫玉在厦门市政府的全力协

助下，找到了委托口罩生产的厂家、并为此紧
急筹备了一批口罩生产所需的熔喷布，让口罩
机就地发挥作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黄紫
玉及女儿江蓝已多次向中国大陆的各类机构捐
赠了数万只口罩，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两岸一
家亲”的理念。

当中国大陆疫情逐步缓解之时，海外的新
冠肺炎病例却出现上升趋势。“之前大陆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之时，许多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留学
生都积极投身医疗物资的采购，并将它们转运回
国。如今他们在居住国遇到困难，该轮到我们伸
出援手了。”此时，黄紫玉将目光投向了菲律宾。
黄紫玉本人对于菲律宾有着特殊的情缘。她的父
亲年轻时曾在菲律宾发展，是菲律宾著名的华侨
领袖。父母亲在菲结婚成家，她长兄在菲律宾出
生。“父亲在世时，经常和我讲起在菲律宾的经
历，讲起菲律宾的风光和曾经的朋友，使我对这
个国家产生了如故乡般的情感。”缘于此，她决定
向菲律宾捐口罩。

“虽然‘捐’只是一个字，但做起来却也

不简单。”黄紫玉告诉记者，15 万只口罩不是
小数目，因为口罩生产线每天产量有限，于
是她要多次与厂家对接，让他们分批次将口
罩寄到北京储存。另一方面，她持续和外交
部、北京市侨办等单位沟通，协商运送口罩
的班机、口罩过关手续等事宜。待一切落定
时，黄紫玉带领员工进行了一场口罩起运的

“行前突击”。
由于口罩收集完成的时间和航班出发时间

间隔很短，为了提高效率，黄紫玉和公司员工
连夜进行口罩清点、装箱、贴标语作业，一直
忙到天亮。当装载着15万只口罩的箱子整整齐
齐地码放在捐赠仪式的现场时，黄紫玉疲劳的
脸上露出了笑容。

随后的几天里，口罩们从北京首都国际机
场出发，经历了出关、乘机、进关、转运，辗
转来到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捐赠移交仪
式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溪连表示，黄紫玉
女士捐赠的这批口罩，会以最快速度送达相关
组织，为菲律宾的抗疫工作发挥作用。

“中华民国台湾”是“新冠”遮旧颜
王海良

“中华民国台湾”是“新冠”遮旧颜
王海良

新华社杭州 3 月 26 日电
（记者段菁菁） 26 日召开的浙
江省对台工作会议上披露，截
至2019年底，浙江省累计批准
台企9600多家，实际利用台资
250多亿美元。

2019 年，浙江与台湾融合
发展吸引力进一步提升，惠及
台胞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招引
台资、服务台胞、各领域交流
有新成效。浙江省累计批准台
企 9600 多家，实际利用台资
250 多亿美元，2019 浙台合作
周签约金额创新高，一批台资
大企业、大项目在浙落地，促
进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累计
1164 家台企享受减税降负或用
地优惠，减少税费和用地成本
合计约5.43亿元人民币。

浙江以“海峡两岸青年发
展论坛”为主导的各类“体验
式”“互动式”“启发式”两岸
青年交流活动精彩纷呈，为台

青提供实习就业岗位和免费电
商培训名额，支持台青在浙

“筑梦”“圆梦”。
浙江省台办主任庄跃成表

示，当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挑战，浙江各地将继续着力
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工作，精准帮扶台胞台企，确
保台企同等享受各类帮扶纾困
政策，鼓励台企抢抓机遇、化
危为机，推动台企高质量复工
复产，加快转型升级。

浙江还将积极打造“东引台
资”高地，办好浙台合作周，推出
一批对台招商引资、招才引智项
目，鼓励台商台企积极融入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结合浙江“三服务”活动，
常态化贯彻落实惠台政策；发挥
数字经济、电商平台、影视文
创、民俗文化等优势，精心打造
平台，深化青年基层文化交流合
作，促进心灵契合。

浙江实际利用台资250多亿美元

漳州台商投资区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营漳州台商投资区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营
本报漳州电 （杜正蓝、林冰

劼） 3月20日上午，3辆货柜车顺利
驶入闸口，来自斯洛文尼亚的 4 架
旋翼机正式暂住漳州台商投资区保
税物流中心，标志着满载着这片热
土经济腾飞的新希望终于正式封关
运营。

为 助 力 “B 保 ” 早 日 正 式 运
营，漳州海关顺应地方政府和运营
企业需求，主动介入，会同自贸
处、综合业务处、口岸监管处、科
技处等多部门指导规范监管场所的
软硬件配置，及时解决建设筹备过
程中的问题及困难。

疫情期间，漳州海关将安全防
护与建设筹备双推进，联合地方政
府组建封关运营推进组，利用远程会
议等方式进行七次联席会，形成四版

《B保细化建设推进表》，在专题微信
群内形成“每日一报、每事一报”的筹
备进程汇报机制。加班加点完成筹备
业务开展，一周内完成“金关二期”加
工贸易及保税监管等七个主要业务
系统授权和操作调试。借鉴成熟的运

作经验，为保障业务运行顺畅分派
三批关员至经验丰富的兄弟海关观
摩学习，组织开展多轮业务内训。
提前对企业进行规范申报指导，及
时组织开展物流账册备案、车辆出
入中心测试等工作，引导运营企业
制定测试预案，以应对运作过程中
的不确定因素。

中心封关运营当日，已有 7 批
次货值超1.3亿元货物进出。开门红
的背后，更蕴藏着未来发展的无限
可能。

台商投资区保税物流中心作为
漳州地区首个具备保税仓储、保税
物流、保税简单加工等综合功能性
海关集中监管场所，其落成运营将
助催台商投资区现代化复集型物流
供应链枢纽功能，更可作为配套建
设吸引产业聚集发展，为漳州地区
实现产业结构整体转型升级奠定坚
实基础，更为辐射地区内发展跨境
电商、全球采购和国际分拨配送等

“买世界、卖全球”的新兴业态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大陆台商黄紫玉向菲律宾捐赠15万只口罩

是 物 资 ， 更 是 温 暖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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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谈

3月25日，经过严格审核，湖北广电传媒基地工程复工申请获得武汉市东湖高
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批复。这是武汉东湖高新区的首批复工项目。为保障安全防疫
工作落到实处，项目成立了体温检测组、防疫物资保障组、卫生消杀组、劳务实名
制管理组、后勤分餐组等，各司其职，确保建设、防疫两不误。

上图：3月26日，工人在湖北广电传媒基地工程长江文创产业园项目工地作业。
左图：3月26日，塔吊工张吉明在湖北广电传媒基地工程长江文创产业园项目

工地操作塔吊机。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据武汉市交通运输局介绍，从3月28日起，武汉恢复6条轨道交通线路
运营。图为 3月 26日，在武汉地铁光谷广场站内，消防员在对站台区进行
消杀。 王 方摄 （新华社发）

据武汉市交通运输局介绍，从3月28日起，武汉恢复6条轨道交通线路
运营。图为 3月 26日，在武汉地铁光谷广场站内，消防员在对站台区进行
消杀。 王 方摄 （新华社发）

武汉：地铁开展消杀作业

新华社广州电（记者魏蒙） 珠
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近日通报，以
灵活就业人员身份，云南籍王女士
已在横琴新区办税服务厅成功办理
了首笔内地赴澳门务工人员参保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业务，并成功扣缴
3 月份费款。这标志着内地赴澳门
务工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试
点工作已在珠海市横琴新区落地。

据了解，内地赴澳门务工人
员占澳门外雇人员总额约 2/3。但
此前内地 （珠海市外） 赴澳门务
工人员因其劳动关系在澳门，无
法通过珠海市用工企业代扣代缴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不能像当
地户籍居民一样以灵活就业人员
身份在珠海市内办理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参保。

去年10月，广东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出台 《关于支持珠海市
横琴新区人社事业创新发展的意
见》。在十项新政策中，包括支持
横琴率先推进湾区“就业创业通”
工程、支持率先推进湾区“社保
通”工程、支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示范区。

在具体操作时，内地赴澳门务
工人员可凭其有效期内的澳门特别
行政区外地雇员身份认别证，以及
身份证明材料，在横琴新区以灵活
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

“作为社保征收机构，我们与
人社部门通力合作，最大程度为内
地赴澳门务工人员办理参保业务提
供便利，这一创新举措将惠及10多
万名内地赴澳门务工人员。”横琴
新区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说。

内地赴澳门务工人员可在
横琴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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