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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受冲击，台无薪假人数也持
续增加。有台媒公布民调显示，68.1%
民众对今年度台湾经济景气感到悲
观。台湾“中央大学”台湾经济研究
发展中心日前公布 4 月消费者信心指
数调查，总数为73.39点，与上月相较
下降5.12点。

岛内的经济“寒潮”，真的来了。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近日公布最

新预测，将 2020年台湾经济成长率预
估值从去年 12 月发布的 2.44%下修为
1.03%。预测数据腰斩过半不说，连心
心念念的“保2”都不提了，悲观情绪
溢于言表。

从市井细节和商家反馈也不难发
现寒意。101大楼到西门町闹市，市面
冷清，往日熙熙攘攘的人流不见踪
影。有店家直言，开一天亏一天，干
脆关门休假。有外销为主的岛内厂商
表示，由于欧美疫情蔓延，订单已经
喊停，若疫情持续，5月份恐现无薪假
潮甚至关厂。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 4 月
23日公布，3月餐饮业营业额为519亿
元，年减 21%，是这项统计开办 20 年
以来最大跌幅；第一季度餐饮业总营
业额1928亿元，年减6.6%，为2003年
第三季度以来最大减幅。与台湾今年
经济成长率预期大幅下修相映照的
是，台股一度跌破十年线。台湾“央
行”之前宣布，将重贴现率从 1.375%
下调至 1.125%，低于 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时的1.25%，创历史新低。台湾劳
动事务主管部门最新统计显示，无薪
假人数创2009年12月以来新高，涉及
企业数量则是2009年9月以来新高。

一切都在表明，这次经济所受到
的冲击比想象中要严重很多。台湾华
航公司“给员工的公开信”直言，疫
情“雪崩式影响”比SARS、金融风暴
更严重。

远水难救近火

经济搞不好，往往多烦恼。为了
证明自己的执政能力，应对“寒潮”，

当局必然要出手。台立法机构日前就
通过了 600亿元“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
预算”。近日又推出第二波“纾困”方案，
总额不超400亿元。

当中的一大亮点是，当局沿用之
前“夜市券”的方法，将推出 20亿元

“振兴抵用券”，拉抬餐饮、商圈、夜
市及艺文的营业状况。

有人算了一笔账，“振兴抵用券”
适用对象以受疫情冲击的服务型产业
为主，包括餐饮约 14万家、商圈业者
约 28 万家、夜市摊商约 1 万家、文艺
活动与场所约 1700家，若扣除重复计
算的业者，全台约 35 万家适用。“纾
困”措施一则力度不大，两波总额约
千亿元，人均分配不及 5000元，让不
少嗷嗷待哺的业者担心“看得到吃不
到”；二则这种“贴膏药”式的思维是
远水救不了近火，有台媒直言，“只是
在浪费钱。”

其实，疫情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并不光是内需的服务型产业。根据台
湾经济研究机构评估，受疫情影响最
严重的台湾产业，包括石化业、面板
业、汽车零件制造业、机器设备制造
业、会展业、空运业、海运业等。这
些产业的困境是，许多原材料、器
材、零件等都无法如常供应。即使发
放“振兴抵用券”并不能帮到他们，
何况适用对象并不涵盖他们。

中国国民党最新公布的“经济纾
困民调”显示，有超过六成民众搞不
懂纾困办法，高达九成六的民众没有
提出纾困补助申请。台湾 《联合报》
质疑说，纾困预算任由各部门自行拟
列，未体现全盘思维，只是抱着“且
战且走”态度。况且，疫情导致不少
企业收入锐减，不得不让员工休无薪
假，但劳动部门编列预算“挂零”，难
道不担心失业问题吗？

“脱钩论”可休矣

由于中国大陆是全球供应链的关
键一环，两岸经贸往来又很密切，目
前一些岛内企业尚未完全复工，外销
产业自是受创严重。这也从侧面印
证，大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
遇，是台湾岛内经济走出困境、驱散

寒冬、赚取福祉的重要因素。台湾
“中时电子报”日前就发表社评表示，
台湾今年经济要想维持较好局面，恐
怕非得靠大陆经济不可。

但在大陆疫情发展高峰期，部分
“台独”人士拼命鼓吹“脱中”论调，
认为大陆经济“不行了”，台湾经济、
产业、供应链应与大陆“脱钩”。此说
甚嚣尘上。而民进党当局也错失两岸
关系改善契机，搞“以疫谋独”，致使
两岸交往更趋冷淡，台湾经济随之日
趋低迷。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对“脱
钩论”的回应非常明确，她整合各种
具体数据与业界专业判断后认为，“台
湾经济发展无法自绝于大陆之外”，并
忧心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犹如经济自杀。

《中国时报》 也明确指出，“脱钩
论”纯属贻害百姓的谬论。前年中美
贸易摩擦开始之际，就有人鼓吹台湾

企业放弃大陆的生产基地，切断两岸
经贸往来，但实际情况显示，纵然有
部分台商把一部分生产线移回台湾或
移出大陆，大陆仍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市场，
更是极重要的生产基地，大陆的角色
难以替代。这次疫情期间也一样，台
湾经济要想“保2”，也就是保住2%的
增长，恐怕还是得靠大陆的经济增
长，错误又无知的“脱钩论”真的不
要再唱了。

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经贸往来
有客观规律，不会被政治考量左右。
疫情终将过去，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民
进党当局违背市场规律的种种做法，将
使台湾经济面临更严峻挑战。有岛内专
家说得好，幻想与大陆经济“脱钩”还是
务实发展两岸关系，是趋凶避吉和趋
吉避凶的二元分野。如果一味固执己
见，只会让台湾经济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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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当局发展事务主管部门4月27日发布的统计显示，今年3月台湾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
断分数为20分，较上月减少4分，灯号由上月的绿灯转向黄蓝灯，出现向低迷转变的趋势。该
部门表示，台湾经济景气明显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

从台北到高雄，台湾各地都有知名餐厅于近期歇业。不堪亏损的不仅仅是餐饮，台湾经济
研究院4月24日公布3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皆连续3个月下滑。其
中，制造业82.35点，月减6.48点，为2009年2月以来新低。台湾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
奇岳日前表示，今年上半年整个旅行业产值会消退约1500亿元（新台币，下同）以上。

在香港城市大学修读商业的陈同学将于今年夏
天毕业。成绩优异的他曾在几家大公司实习，表现
良好，但至今仍未得到前实习雇主聘用的消息。修
读物料工程专业的黄同学自去年 11月开始找工作，
至今投了大约 30 份简历，有 10 家公司回复，也参
加过几次视频面试，但工作仍未有着落。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日前公布，香港今年 1月
至 3 月的失业率由上期的 3.7%升至 4.2%，达 9 年来
新高；就业不足率由 1.5%升至 2.1%，是近 10 年来
高位。

去年 6月开始持续发生暴力事件以及今年初暴
发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夹击之下，香港经济下滑，
各行各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这意味着即将投身
职场的年轻人可能面临毕业即失业。有鉴于此，不
少高校都加强了对学生的就业支援。

“今年宏观经济受到较大的影响，零售、物
流、酒店等行业尤其困难。”香港理工大学就业服
务处署理部门主管郑志昊表示，在疫情之下，原本
在校园举行的实体招聘活动取消，因此理大今年推
出了全新的线上就业咨询讲座，让学生们与雇主直
接互动。

同时，理大继续提供个性化的线上就业咨询服
务，以及进行模拟线上面试，帮助学生们提升面试
技巧，增加获聘机会。郑志昊认为，虽然市况未必
乐观，但学生仍然要保持正面态度，这是雇主重视
的员工特质。

按正常情况，不少大公司会在每年 1 月至 3 月
期间向应届毕业的求职者发出聘书。然而，现在
市场环境不明朗，香港城市大学事业及领袖策划
中心主任梁碧华提醒，这些大机构在招聘人手时
可能会有多一些考虑，因此学生求职时或许要调
整期望。

“市场情况有起有落，困难的时间总会过去。”
梁碧华表示，在困难之中，同学们更应放远目光。
她鼓励学生利用这段在家抗疫的时间好好装备自
己，例如重新整理个人简历、参加学校为同学举办

的线上就业辅导课堂等。
梁碧华介绍，由去年 9 月至今年 4 月 11 日，共

550 多人参与该校事业及领袖策划中心提供的“一
对一”个人就业咨询服务，同比增加超过一成。此
外，该中心将于4月29日开始举办特别课程，帮助
学生在逆境中展开事业旅途，课程内容包括帮助学
生了解当前的挑战，以及鼓励学生以积极态度面对
多变的环境等。其他支援还包括线上面试技巧和就
业能力工作坊等。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劳工市
场在短期内仍会面对巨大压力，很多企业将紧缩人
力资源，预期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将比往年困难。特
区政府将于未来两年在公营和私营界别创造约 3万
个有时限的职位，涵盖不同技能及学历人士。其中
为应届毕业生提供的职位包括需要专业或一般技能
的工种，例如楼宇测量、城市规划、产业测量、土
地测量及工程的毕业实习计划，以及研究员和行政
助理等。

郑志昊表示，学生们应该把握面试机会，即使
不是最心仪的工作也不妨参与，借此机会多了解不
同雇主的要求，以及练习沟通技巧。他也鼓励学生
拓宽视野，除了他们自己的专业范畴外，也可考虑
其他就业机会，例如政府和私人机构提供的实习生
职位等。

“根据学长们的经验，一般在5至6月就会找到
工作。”黄同学坦言，多少有点担心找不到理想工
作，但不至于感到前景暗淡，尤其特区政府近年大
力支持科创，对有志从事科研的他很有利。

学校未复课，陈同学趁着有较多空余时间，积
极参加学校举办的线上就业支援活动，并将求职范
围扩大，应聘规模较小的公司，结果最近顺利找到
工作。“虽然这家公司的客户不是顶级的，但也具
有发展潜力。”他认为，找工作应该看长远，把握
现在的工作机会好好锻炼和建立人际网络，将来一
定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新华社香港4月26日电）

本报北京4月27日电（记者金晨） 针对有台媒报道称
大陆第七次人口普查将要求大陆配偶提供在台家庭相关数
据，台陆委会称这是侵害个人隐私权，国台办发言人朱凤
莲 27 日应询表示，有关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别有用心，
企图破坏两岸关系。

朱凤莲指出，根据有关法律和规定，国务院决定于
2020年开展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是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在大陆居住的台湾居民属于普查范围，
不在大陆居住的台湾居民不属于普查范围。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台陆委会关于大陆人口普查
的说法歪曲事实别有用心

新华社香港4月26日电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梁
振英 26 日在香港同传媒茶叙时介绍，他们决定发起成立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团结各界人士，凝聚共识，为香港
寻找出路。

据介绍，大联盟由董建华和梁振英共同发起，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担任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
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等11人担任副秘书长，目前正处
于筹备阶段。

大联盟将从社会各界邀请不同年龄层的 1000多名代表
作为共同发起人，针对修例风波及新冠肺炎疫情后香港面
对的困境，配合特区政府寻找解决方案，为年轻人找出路。

董建华表示，修例风波和新冠肺炎疫情对香港冲击很
大，香港发展前景雪上加霜。面对这些困境，为了寻找解
决方案，他们决定发起成立这个大联盟，团结各界人士，
凝聚共识，为香港寻找出路。只有团结，香港才能战胜这
个空前的危机。

梁振英表示，没有“一国两制”，没有法治，没有团
结，香港就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也不会有前景。大
联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希望吸引社会更多阶层、更多行
业、更多年龄层的人一起来参加，为香港寻找出路。

董建华和梁振英均强调，大联盟重在行动，而不是为
选举服务，资金由民间筹集。

这 个 毕 业 季 有 点 冷
——香港大学生就业观察

新华社记者 张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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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3日，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辋
川镇，村民抓住有利天气进行春耕春
播，成百上千只白鹭盘旋鸣叫、低徊觅
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画面，构成一
道美丽的风景线。

上图：在翻耕好的稻田里，村民插
秧，白鹭围绕，一派现代田园劳作景象。

右图：村民驾驶农机耕田。
王 胜摄 （人民图片）

春耕春耕““交响乐交响乐””

香港爱国爱港人士将筹备

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

据新华社澳门4月27日电（记者郭鑫） 澳门特区政府
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27日表示，澳门今年经济财政范畴
整体的施政目标是“稳信心、纾民困、撑经济、保就业”。
基本任务是恢复和稳定疫后经济，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
部署和赋能未来发展，推动经济适度多元，保护好特区成
立以来得来不易的经济基础和发展势头。

澳门特区立法会当日举行全体会议，辩论经济财政领域
2020年度施政方针。李伟农在发言时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全球经济面临严峻考验。以旅游服务出口为主的澳门经济
难以独善其身。面对问题，既不能回避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
也要对克服当前困难抱有信心。澳门特区政府因应疫情推出
的两轮稳经济保就业纾困措施、在百亿抗疫援助基金中预留
32亿澳门元的疫后提振经济专款、疫后加大公共投资和加快
审批200多项工程项目等，都有助于澳门经济加快转暖。

李伟农表示，自从疫情发生以来，澳门围绕今年的施
政目标和基本任务，分三个阶段开展工作：齐心抗疫保元
气 （抗疫阶段），稳定经济促内需 （恢复阶段），提振经济
扩客源 （提振阶段）。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让澳门清醒地看
到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的问题。为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
展，要在产业结构上作出改变。

澳门经济财政范畴施政目标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