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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特朗普记者会上说了一句“我来自
台湾”，上海东方卫视驻美国白宫的台籍记者张
经义被民进党当局盯上了。台湾方面陆委会因
此宣布近期将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为张
经义和其他在大陆工作的台湾同胞“量身定
罪”。为了吓阻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一再以

“立法”、修法和“政治霸凌”方式给台胞罗织
罪名，自以为得计，殊不知残民以逞必将反噬
自身。

去年，岛内媒体还曾报道过一波张经义，
包括一些绿色媒体都称赞他是“台湾之光”，因
为张经义驻白宫多年，“见过的美国总统比郭台
铭还多”。谁能想到，仅仅一年后，同样是一句
不无自豪的“我来自台湾”，竟让张经义成了民
进党当局政治追杀的对象。

民进党当局称，张经义违反了“两岸人民
关系条例”中有关台胞不得在大陆党政军组织
任职的规定，而东方卫视是“上海党务及政务
系统直属事业单位”。但这一说辞很快被外界打
脸，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列的大陆党
政军组织并不包括东方卫视。民进党当局随即
将张经义转手给 NCC （台湾通讯传播委员
会），责成NCC做出处罚。NCC管理的应该是
岛内媒体，管得到在大陆媒体工作的张经义
吗？NCC当然跟民进党当局一鼻孔出气，所以

“霸气”表示“有台湾户籍都罚得到”。
民进党当局处罚张经义显然是“先射箭再

画靶”，说你有罪就有罪，至于是什么罪，有恶
法就援引恶法，法条上无据可循就用行政和政
治手段。而陆委会已经表示，将为张经义特别
修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扩大相关法条的效

力覆盖范围。对手握“立法”、行政大权的民进
党当局来说，要对付张经义们犹如捏死蚂蚁般
轻松，办法多的是。

民进党当局为何非得在这个时候跟张经义
过不去？导火索是美国的网军发帖攻击张经
义，而有美国政客也转发帖子并威胁要将张经
义“踢出”美国。一贯“媚美抗中”的民进党
当局当然要小跑跟上以表忠心，打自己的孩子
也在所不惜。更何况民进党一贯敌视在大陆生
活工作的台胞，认为他们是蓝营支持者，害怕
他们会揭穿绿营抹黑大陆的谎言，从来没把他
们当“自己人”。在民进党当局看来，处罚张经
义既可讨好美国政客，又能以儆效尤，一举两
得，何乐而不为？

张经义是台湾优秀青年的代表，台湾社会
不分蓝绿此前都是同意这点的。但民进党当局
为了自己的政治图谋，哪管他是不是“台湾之
光”？无独有偶，在美国打球时曾被誉为“台湾
之光”的CBA球星林书豪，只因捐款抗疫时使
用了“新冠肺炎”而没用“武汉肺炎”，就遭到
台湾网军围攻“丢台湾人的脸”。张经义和林书
豪被围攻，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他们都在
大陆工作。在白宫做记者是有为青年，任职于
东方卫视就该罚；在美国打球是“台湾之光”，
在大陆打球就成了“丢台湾人的脸”。岛内媒体
就此评论，原来要“头角发绿光”才能叫“台
湾之光”？

岛内民粹气焰日炽，民进党当局正是背后
“影武者”。民进党当局二次上台以来，禁止退
役将领赴大陆，处罚在大陆担任社区助理的台
胞，阻挡岛内学生赴大陆交流，通过“反渗透

法”，千方百计破坏阻挠两岸交流。近段时间以
来，民进党当局借疫情切断“小三通”，禁止大
陆游客、学生入境之余，更将滞留湖北的台胞
打成“病毒”代名词，百般阻挠他们回台，绿
营网军则以“怎么不死在武汉”“谁叫你去大
陆”等极端言语群起而攻之，皆是在塑造“赴
大陆交流者非我族类”的激进氛围。处罚张经
义，不过是民进党欲图阻断两岸交流的又一新
动作而已。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台湾同胞赴大
陆旅游、学习、工作、生活，是因为大陆有好
环境，有吸引力，有发展前景。民进党当局从
一己政治私利出发，恶意炒作“恐中仇中”，欲
强行阻断台胞赴大陆发展之路，不得人心，不
会得逞。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伤害的不仅
是成千上万在大陆发展的台胞，更将伤及台湾
的整体福祉和长远竞争力。两岸融合发展至
今，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拆。有
岛内媒体指出，若按处罚张经义的标准，许多
绿营“立委”在大陆工作的家人都得挨罚，民
进党当局是否一视同仁，一一彻查？

两岸开启交流 30 多年来的历程充分说明，
“要交流、要合作、要融合”是两岸同胞的共同
愿望，打开的大门是关不上的。民进党当局倒
行逆施，只会激民愤、失民心，搬起石头砸自
己的脚。

日 月 谈

给张经义“量身定罪”吓阻不了两岸交流
王 平

新华社香港4月27日电 42名香港特区立
法会议员27日发出联署信，强烈谴责反对派议
员纵容及美化暴力。他们呼吁香港市民抵制暴
力言行，一同守护法治和年轻人。

联署信表示，香港自去年发生修例风波以
来，反对派立法会议员持续合理化、美化暴力
和违法行为，导致不少入世未深、血气方刚的
青少年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泥足深陷。最近
接连有未成年人和学生涉嫌谋杀、制造炸弹等
恐怖主义严重违法行为，正是全社会必须要警
醒的最后警号。

联署信表示，去年11月，70岁清洁工罗长
清被暴徒用硬物砸死案件中，近日被香港特区
政府警务处以谋杀罪名起诉的两名男子分别年
仅 16 岁和 17 岁。涉嫌与去年 12 月港岛华仁书

院发现炸弹案有关的一名大专生，同时涉嫌为
暴力组织的成员。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对这些事
件感到错愕和痛心疾首。

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召集人廖长江表示，这
些被捕的青少年本来应该在学校里学习，发展
潜能，开拓美好人生，却黑白不分，误入歧
途，现在要惶恐地面对检控，前程尽毁，付出
沉重代价。一直美化及纵容暴力的反对派立法
会议员对此难辞其咎。

廖长江指出，反对派议员的这些恶行破坏
香港法治根基、助长暴力升级、荼毒青少年、
加速与全社会“揽炒”（同归于尽），只会将香港
进一步推向万丈深渊。因此，建制派立法会议员
联署对他们的这些恶行予以最严厉的谴责，撕破
他们的假面具，并呼吁香港民众抵制任何煽动或

助长暴力的言行，争取让每一位浪子回头，一
起守护法治、守护下一代、守护未来。

香港新民党主席、特区立法会议员叶刘淑
仪表示，部分中小学老师以及大学讲师或编制
教材的人士，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行为，例如
编制出挑起仇恨或刻意贬损国家、令青年对社
会不满的教材等，荼毒年轻人的心灵，必须予
以强烈谴责。

香港民建联主席、特区立法会议员李慧琼
表示，近日香港警务处破获的案件显示，香港
的暴力行径有可能进一步升级，甚至走向恐怖
主义方向。更令人担心和震惊的是，很多年轻
人参与其中。她对年轻人呼吁，暴力不能解决
问题，只会让社会走向“以暴易暴”，也会影响
自己的前程。

香港42名立法会议员发出联署信

谴责反对派议员纵容和美化暴力

本报北京4月28日电（记者金
晨） 针对岛内个别“台独”组织推
动所谓“制宪公投”，已完成第一阶
段连署，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28 日
应询指出，“台独”组织搞所谓“制宪
公投”，其目的是什么，大家都心知肚
明。“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

朱凤莲指出，“台独”分裂活动
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

民族根本利益，严重威胁台海和
平，只会把台湾推向极其危险的深
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
难。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
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

“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
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
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
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国台办批“台独”分裂活动

搞所谓“制宪公投”是绝路

新华社台北4月28日电（记者
吴济海、傅双琪）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结
合台湾市场特点，在台开展“云·游大
陆”线上文旅宣传推广活动。

海旅会台北办事处主任任佳燕
介绍，近年来，海旅会台北办事处
积极打造新媒体平台进行整合行
销，建构了包括官方网站、脸书、

“照片墙”等在内的网络平台推广体
系，成为台湾民众了解大陆文化和
旅游的重要窗口。疫情期间，线下
文旅活动受到影响。4 月至 6 月底，
办事处于上述网络平台推出“云·游
大陆”系列活动，让台湾民众有机
会通过云端体验美丽中华的山水风
韵、文化风采、民族风情。

在“云·游大陆”美丽中华图片秀
活动中，民众可在线浏览大陆自然和
人文美景图片，并使用办事处设计的
流行图生成小程序，编辑生成自己创

作的图片，通过网络平台分享。
海旅会台北办事处网站、脸书

账号等平台还同步开展大陆31个省
份文化和旅游宣传片展播，每周推出3
部，民众在线上可饱览大陆美景、品读
中华文化、感受大陆文旅资源的魅力。

为提高民众的参与度和互动
性，在展播影片的同时，海旅会还
举办了答题抽奖活动。民众观看影
片回答相关问题并分享，即可参与
抽奖，中奖者可获得海旅会的定制
奖品。

海旅会台北办事处介绍，“云·游
大陆”活动持续近 3 个月，在线展映
50 多部大陆文化旅游宣传片和 200
多张大陆旅游精美图片。任佳燕表
示，在疫情冲击下，台湾民众赴大陆
旅游和两岸文旅交流活动受到影
响，希望通过“云·游大陆”活动，
带领台湾民众在线体验大陆文旅资
源的魅力、发现大陆超乎想象的美。

海旅会邀台民众“云·游大陆”

新华社香港4月28日电 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28日表
示，政府服务将由5月4日开始分
阶段恢复正常，包括公共服务恢
复正常办公时间，以及开放图书
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

林郑月娥当天出席行政会议
前表示，特区政府在过去一段日
子采取的主要防疫措施包括管制
人员进出香港和维持社交距离。
然而疫情反复，不能一下子完全

放宽这两大措施，至于一些不受
法律规管的措施则可逐步放宽。

林郑月娥介绍，自5月4日开
始，绝大部分政府雇员需要正常
上班；公共服务恢复正常办公时
间，包括柜台、注册、查询服务
等；在不违反禁止群组聚集的前
提下，一些公共设施恢复开放让
公众使用，包括室外运动场地、
图书馆、博物馆等；各类委员会
会议恢复正常，但大型活动例如

庆典、颁奖礼等继续取消。
林郑月娥说，很多严控措施

将于5月7日到期，包括从内地抵
港人士需要接受 14日强制居家检
疫；对于食肆和其他商业处所的
规限；禁止 4 人以上的群组聚集
等。特区政府将尽快就这些严控
措施公布有关决定，让市民有所
准备。

图为即将重新开放的修顿游
乐场。 中新社记者 张 炜摄

林郑月娥表示

港府5月4日起逐步恢复正常服务

数 说 港 澳

（据新华社电）

4月27日，福建省
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莆
田盐场内，盐工们正在
辛勤劳作，构成一道风
景线。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盐场
风景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4月27日
公布，香港今年第一季度整体出口
额同比跌 9.7%，商品进口额下跌
10%。按出口市场地分析，与去年同
期比较，香港今年第一季度输往大
部分主要目的地的整体出口额均下
跌，美国和德国均跌超20%；日本和
新加坡均跌逾一成；内地则跌1.8%。
然而，输往越南和台湾地区的整体
出口额分别上升3.0%和1.5%。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商品出
口在3月份仍然疲弱，输往内地的出
口随着当地经济活动逐步恢复而反
弹，但输往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许多
其他主要市场的出口则进一步急挫。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
局4月26日公布的最新就业调
查结果显示，第一季度总体就
业人口月工作收入中位数为
1.6 万澳门元，按季减少 1000
澳门元。

调查结果还显示，2020年
1月至3月澳门总体失业率较上
一期（2019年12月至2020年2
月 ） 上 升 0.2 个 百 分 点 至
2.1%。这是自2012年第二季度
以来首次回升至2%以上。

这一期澳门劳动人口共
40.58 万人，劳动力参与率为
70.5%。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
护中心4月28日宣布，截至下午4
时，香港当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维持在
1037例。这是香港自1月报告首
例新冠肺炎病例以来首次连续3天
无新增确诊病例。

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
陈肇始2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自
4月11日以来，香港新冠肺炎每
天新增的确诊病例维持在个位
数，其中有5天无确诊病例，但全
球疫情仍然不稳定。她呼吁社会
各界不要松懈，以免各项防疫措
施的成果功亏一篑。

连续3天无新增确诊病例 收入中位数1.6万澳门元

新华社澳门4月28日电（记者
王晨曦） 澳门城市大学28日发布了

《大湾区背景下金融科技、政府扶持
与澳门金融市场发展研究报告》，聚
焦澳门发展金融市场的优势、短板
和未来。

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叶桂
平在发布会上表示，随着粤港澳大
湾区整体发展和国家深化改革开
放，承载着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金融
业将是粤港澳深化合作进程中又一
个重要突破口，粤港澳大湾区资本
市场合作正逢其时。

研究报告首先总结了粤港澳大
湾区金融合作的特点、内容、问题
和趋势，并从必要性、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等方
面分析了澳门发展科技金融和金融
市场所具备的条件。研究同时显
示，澳门在人才引进政策、金融生

态环境、金融交易技术等方面仍然
存在短板。

报告重点关注粤港澳大湾区金
融合作和金融科技的发展经验，对
于澳门在学习其他金融市场优点、
规避缺点，运用高新技术过程中扬
长避短、防患于未然，规避汇率风
险等方面提供了借鉴。

报告提出，澳门金融市场的建
设可以从电子交易技术帮助实现弯
道超车、金融服务创新填补中国金
融市场部分空白、利用澳门在亚太
地区的地理优势发展相关产业等方
面发力。

报告指出，澳门建设金融市
场需要相关法律予以规范，确保
金 融 市 场 顺 畅 运 作 、 有 序 发 展 。
目前澳门有关金融方面的法律制
度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相应
修改完善。

澳门高校发布研究报告

聚焦澳门金融市场未来发展

首季度出口额跌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