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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4 年前
上台后，就煞有介事抛出所谓“新
南向政策”，绞尽脑汁切割与大陆的
经贸联系，然而四年来无情的现实
一再说明，这一做法违背经济规
律，结果惨不忍睹。根据最新出炉
的台湾今年 5 月出口统计数据，台
湾对大陆 （含香港） 出口刷新历年
同月纪录，创近10年新高。反观台
湾对东盟的出口，却创 4 年半来最
大减幅，也是近10年最惨。

岛内舆论指出，这充分表明
“新南向政策”一败涂地。有岛内企
业界人士直言，错误的政策是一场
灾难。

“新南向”违背经济规律

根据台湾财政部门最新统计，
台湾 5 月对主要市场出口表现呈现

“两极化”，对大陆 （含香港） 出口
额121.2亿美元，年增10.3％，占总
出口比重高达 44.9％。累计前 5 个
月出口占比 41.5％，刷新近 10年最
高纪录。

反观民进党当局自2016年积极
推动的“新南向”，砸重金协助台商
拓展的东盟国家市场，5 月出口表
现却呈现近 4 年半来最大衰退，大
减 17.9％，出口额仅 38.2 亿美元。
累计前 5 个月出口占比 15.9％，呈
现近10年新低。

台湾学者庞建国指出，从李登
辉到陈水扁再到蔡英文，东南亚都
被视为台湾减少对中国大陆经济依
赖的主要出路，昔日“南向政策”
失败了还不够，蔡英文又来个“新
南向政策”，依然灰头土脸。为什么
这条路走不通？其实只要真诚面对
现实就知道，东南亚市场是替代不
了中国大陆市场的。

有台湾企业界人士分析道，与
大陆相比，东南亚有些国家不论劳

工还是投资成本都不低，且面临缺
工问题。其次是有些国家行政效能
不彰。再者，东南亚部分市场属浅
碟型经济，易受外界影响。而最重
要的是，台湾与东盟国家投保协议
不完整，台商投资难获完善保障。

大陆广阔市场无可替代

台湾中小企业总会理事长李育
家说，西进大陆搞了二三十年，不
论语言或法令规章台商都熟悉，再
加上大陆市场庞大，那些已经习惯
了大陆经营模式的台商，要转战东
南亚，很多人都不适应。此次疫情
中，东南亚如纺织、制鞋业的很多
台商也是叫苦不迭，或许因为如
此，很多台商还是选择在大陆好好
经营。

“两岸关系紧张，很多台商都忧
心忡忡。”台湾工业总会秘书长蔡练
生说，台湾出口占GDP比重大，大陆
又是最大出口地，加上台湾出口多是
中间商品、资本密集型商品，大陆是
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不论出口
到大陆再加工外销，或者是出口零组
件给大陆品牌，如小米、华为等作内
销，都使得台湾对大陆经贸依存度很
难下降，这是“市场因素使然”。他呼
吁民进党当局务实看待两岸交流。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
健全认为，台商仍看中大陆庞大商
机，配合“中国制造 2025”，高阶
工具机、半导体及外围设备等生产
企业陆续赴大陆投资。更简单来
说，产业重新洗牌、有进有出，赴
大陆投资金额有增无减。

台湾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资
深总监陈子昂表示，基于“接近市
场、在地化布局”的概念，加上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际大厂或可
出于分散风险，赴世界各地投资设
厂，但中小企业只有能力重点式布

局。中国大陆具有市场广阔、与台
湾同文等优势，自然是中小型台企
拓展市场的首选。

工商界盼改善两岸关系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道，疫后拼
经济，外贸导向的台湾，振兴贸易是
首务，而大陆是台湾最大出口市场，
尽快解封对大陆的管制，恢复两岸通
商，将是无法回避的课题。

“天天都有会员在反映，希望两
岸能尽早解封。”蔡练生说，面对工
商界的期待，加上大陆才是台湾主
要经贸往来对象，与大陆恢复各种
往来，才是民进党当局务实的选择。

台湾工业总会会员多来自大型
制造业，他们每天都在要求两岸解
封，因为“客户都来不了”。台湾工
总也向民进党当局传达会员的看
法，但始终得不到确切的答案。台
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指出，如果不

开放两岸商务往来，下半年产值将
很难乐观看待。特别是当地工具机
最大的出口市场是大陆，足足占到
三成，传统产业更是如此。买家不
能来，出台再多的纾困和振兴举
措也无济于事。如果回避大陆，就
是鸵鸟心态。

《中国时报》发表社论指出，两
岸关系在蔡英文上台后陷入紧张，
台湾拉高对立并甘为美国攻击大陆
的子弹，不仅使两岸关系更加恶
化，也会使台湾在两岸互动上的政
策空间流失。台湾要在疫情过后努
力拼经济，便应该对大陆主动释出
善意。在良性互动下逐渐恢复两岸
接触沟通，有安定和平且利于经贸
往来的环境，台湾才能迅速重建。

庞建国认为，唯有真诚面对现
实，遵循经济规律，台湾的经贸才
有出路，而这条出路注定了绕不开
大陆市场。不务实，不管“南向”
或“新南向”，都是“此路不通”。

据新华社深圳电（记者刘斐、王丰）
日前，参加一场国际研讨会的专家学者认
为，“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为了维护国
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只有在香港维护好国
家安全，才能确保“一国两制”顺利实施。

15日，“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
度体系——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 30 周
年”国际研讨会在广东深圳、香港与澳门
通过视频连线形式同步举行，内地、港澳
及外国专家约200人与会。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徐泽致辞表示，
“一国两制”构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伟大创举，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出的新贡献。基本法把“一国两制”构
想法律化、制度化，凝结着包括港澳同胞
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强大意志和卓越智
慧。徐泽指出，近年来香港接连发生种种
乱象，已严重违背了“一国两制”和基本
法的初心，严重动摇香港繁荣稳定的根
基，严重威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有效防控香港在国
家安全方面面临的突出风险的当务之急，
是维护香港长治久安、确保“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表示，只有在一个
国家内，实行不同的制度才能叫做“两制”，
如果没有一个国家，也就根本不存在“两
制”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任何时间都是“一国两制”的首要宗旨。
国家安全关乎整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关乎
全国人民的福祉，是持续的、长期的利益，
不只是一时一地、一部分人的利益和安全，
因此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由中央担起这个责
任，地方要配合中央，而不是中央将维护国
家安全的事权放任给地方处理。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刘兆佳表
示，港区国家安全立法可以构筑一系列让

香港将来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有利条件，包括大幅压缩外部势力在香港的活
动空间、确保特区能够在免受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下实行良好和有效管治、
使特区政府有足够的法律手段惩罚、取缔和约束“港独”及分离主义势力等。

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法学院教授王振民表示，构建香港特
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体系必须体现“一国”原则，满足“一国”的底线
要求。中央具有无可置疑的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所有权力，承担维护国
家安全的最高和最终责任，这是“一国”原则的基本要求。

中山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王禹表示，“一国两制”
的初心是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继续维护香港、澳门的繁荣与稳定。只有
在保证“一国”的前提和基础下，特别行政区制度才能运行顺畅、行稳致远。

通过视频与会的英国、德国、西班牙、俄罗斯、印度等外国专家学者
分别介绍了本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情况。来自英国的国际法专家安东尼·卡
蒂认为，对于外部势力干涉香港内部事务的行为，中国采取一些反制措施
是符合国际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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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当局“新南向”折戟沉沙
本报记者 张 盼

本报台北6月17日电（记者陈晓星、孙
立极）“高抬贵手，让我家人返台”！今天下
午，子女至今不能回台的大陆配偶们组成

“自救会”，到台湾卫生、行政部门表达诉
求。他们表示，子女已经5个月不能回家团
聚，不能上学，现在台湾逐渐放开管制，他
们愿意配合检疫措施，只要能让他们的子女
回家。

台湾大陆配偶的子女如果没有台湾的身
份证，从今年 1 月 25 日起被台湾当局禁止入
境，这个群体被称呼为“小明”。一位张姓“小
明”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春节带女
儿到辽宁锦州探亲，回程在北京搭机回台时
女儿因为没有身份证被拒绝登机，女儿很懂
事，她自己坐火车返回姥姥家，没想到现在都
不能回来，她一个学期不能上课，和从未一起
生活过的姥姥在一起。姥姥已经 80 多岁了，
我们一视频就对着哭。回大陆看一次姥姥，她
就不能回台湾的家了吗？”

台湾疫情指挥官曾针对“小明”们说

“选了国籍就要自己承担”，言外之意“小
明”回不了台湾责任自负。“小明”妈郭云
曼说，她的女儿还在排队等领身份证，她没
有选的自由。她自己是癌症患者，已经5个
月不能和女儿见面，每当女儿问她“我什么
时候能回家”，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让
我的女儿回家，让我们母女在一起”。

一位“小明”爸爸陈先生说，孩子不能
回来，妈妈要在上海陪孩子，自己一个人生
活已经 5 个月了，“我的要求很简单，让孩
子回来上学，让我们一家人团聚”。

国民党籍“立委”林奕华到场对“小
明”爸妈们表示支持，她说，6 月 2 日起有
台湾居留证的外国人都能入台了，“小明”
们都有居留证，他们也是台湾人的小孩，为
什么不能回来？

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会长钟锦明
说，家庭团聚、求学是基本人权，不要忘
了还有这些不能回家的孩子们，请让他们
回家。

“小明”父母在台呼吁——

“ 让 我 家 人 返 台 ”

本报香港 6 月 17 日电 （记者陈
然） 香 港 历 史 博 物 馆 17 日 起 举 行
“‘工’不可没——香港工业传奇”
展览，展出约 1200 组经典工业制品，
回顾香港逾百年的工业历史，阐述工
业家的奋斗历程，并向付出汗水以成
就香港工业腾飞的劳动阶层致意。

早于19世纪，香港已有零星外商发
展工业，亦有不少家庭式手工作坊。香
港工业于 20 世纪初萌芽，业务门类增
多，生产规模扩大，机器运用也变得普
及，炮仗、手电筒、鞋履及线衫等畅销海
外，反映当时华资企业的崛起。

二战后，香港由转口经济体蜕变为
出口导向的工业经济体，出口量名列世
界前茅，并于上世纪 70 年代进入全盛
期。塑胶制品、玩具、钟表、保温壶及相
机等“香港制造”的产品风行世界，质量
备受国际认可。近年来，香港再次迎来
产业结构调整，在设计及推广各类工业
产品的同时，也不断探索着高新科技和
创意产业的新方向。

此次展览由香港历史博物馆与香港
工业总会联合策划，展期至8月24日。

图为香港早期生产的相机。
陈 然摄

香港举办展览阐扬百年工业辉煌

据新华社台北 6 月 15 日电
（记者傅双琪、吴济海） 推优惠
券、大力度打折、快闪店促销……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缓解，台湾线上
线下的商家使出“十八般武艺”拓
宽市场，推高销量，力争扭转前几
个月的低迷景气。

新北市淡水商圈的 100家商家
15日宣布了联合促销活动，从7月
1 日到 9 月底推出打折和抵用券等
多样优惠，这些商家包括了旅游住
宿、纪念品、餐饮等多个行业。

淡水商圈文化观光协会理事长
卢育佑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本地许多商家的生意惨淡，此
次推出的优惠活动是多年来规模最
大，衣食住行都有。

花莲县新城乡则推出了在当地
62家旅馆住宿花费满1000元（新台
币，下同）就赠送200元的消费抵用

券，活动时间为 6 月 20 日到 7 月 31
日。此外，花莲县政府也推出奖励旅
游方案，游客只要入住花莲的合法
旅馆就可以网上登记参加抽奖。

台湾多个连锁餐饮集团则推出
以消费券为主的优惠措施。

相对于实体商家，台湾的线上
购物平台在疫情期间反而生意红
火。15 日，台湾主要网购平台网
路家庭 （PChome） 在台北推出了

“PChome 线 上 购 物 20 周 年 快 闪
店”，展出20年来网购平台上的长
青商品，希望线上线下联动，提升
消费体验。

网路家庭执行长蔡凯文参加活
动时表示，目前平台流量是往年

“双 11”期间的 3 到 4 倍，为应对
业务大幅增长的挑战，平台在服务
器容量、自动化仓储和物流方面都
加大了投入，以提高服务质量。

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的湖州绿腾生态园，瓜农近日在采摘
“空中西瓜”，准备装箱发往香港。该基地利用西瓜大棚网架栽培技术种
植西瓜，网架西瓜生长在空中，瓜形好、效益高，成熟后直接配送到深
圳、香港、上海等大中城市的商城。图为瓜农展示采摘的“空中西瓜”。

刘春辉摄 （人民视觉）
图为“小明”父母们呼吁台湾当局让孩子回家。

陈晓星摄
图为“小明”父母们呼吁台湾当局让孩子回家。

陈晓星摄

新华社香港6月 15日电 香
港特区政府发言人15日表示，“保
就业”计划反应良好，特区政府已
向首批25500名雇主发放总额约48
亿港元工资补贴，估计可惠及逾
20万名雇员。

发言人表示，“保就业”计划第
一期申请于 6 月 14 日晚截止，共接
获申请428659份，其中168799份来
自雇主，259860 份来自自雇人士。
获发工资补贴的雇主中，98%属于
聘请少于50名雇员的中小微企。

另外，首批 24000 名自雇人士

已在其指定银行账户收到一次性
7500港元资助，总额约1.8亿港元。

发言人表示，社会各界对“保
就业”计划的反应良好，雇主一般
认为计划切合需要。发言人相信，
工资补贴可协助雇主与雇员共度时
艰，达到“保就业”政策目标。

特区政府表示，其余申请正从
速处理，争取在本周内开始发放第
二批补贴和一次性资助。特区政府
将于稍后公布第二期的申请详情，
并期望第二期补贴可于 9 月发放，
以支付9月至11月的工资。

台湾商家推优惠举措刺激消费

香港已发放48亿港元工资补贴

“新南向”折戟沉沙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