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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青年文創產業闖陸呈新格局
自貿區帶來新機遇 兩岸成立交流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翁舒昕

廈門報道）第七

屆 海 峽 論 壇 期

間，全國台聯與

廈門市集美區簽

約建立「全國台

聯海峽兩岸青少年新媒體文創交流基

地」，旨在建設永久性互動平台，推動兩

岸青少年新媒體文創事業發展。此事引發

關注，輿論認為，被視為台灣「第四波經

濟推動力」的文創業，隨着大陸自貿機遇

的深化與互聯網產業的繁榮，已呈現新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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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兩天、正在廈門舉行的「2015海峽兩岸青
少年新媒體文創論壇」，亦使兩岸文創未來

的對話，步向深入。福建省委宣傳部部長李書磊
亦表示，近幾年來，福建新媒體文創產業持續發
展，2014年動漫遊戲產業總收入達到170億元（人
民幣，下同）。去年以來，福建省啟動了文化產
業創意創業公共服務平台，設立大學生文化創意
集市，為青少年展示、交流、推廣文化創意產
品，營造越來越好的環境。
李書磊表示，互聯網是兩岸青年都非常喜愛的
傳播媒介，文創產業又是兩岸青年大展身手的舞
台，希望兩岸業界共同致力於數字新媒體技術與
文創產業的融合發展，在人才培養、宣傳推介、
產品推薦、作品創作等方面加強合作，提高創作
水平和文創能力。

台青稱陸影視資源廣
台灣國際投資集團文創總監陳海宇此前便向媒
體表示，僅上海、天津、福建三大自貿試驗區，
就集結數十萬個文化產業發展機會，文化產業因
自貿區的開放、稅制自由、人才濟濟，文化產業
在自貿區中「多頭交易」，商機量體自然有幾何
倍數成長的機會，對「文化產業」有理想、有抱
負的商家與人才，資本市場在自貿區的平台中很
快成形。
來自台灣崑山科技大學視訊傳播設計系的劉惠

瑜與另外四位來自兩岸的青年，一起參加了「微
電影創意研討營隊」，「我覺得台灣的青年和大
陸的青年是可以成為好朋友的，因為青年會有相
同的偏好，這對我們的交流是有利的。」她表
示，大陸的影視資源比台灣豐富，文創思維也更
廣，未來她可能來大陸發展。
微電影、動漫、手遊、微信微博，這些是最具
青春氣息的新媒體文創產業，也是兩岸青少年都
十分熟悉和喜愛的事物。中華青年數位文創交流
協會理事長李國傑表示說，兩岸青少年攜手發展
新媒體文創產業，對兩岸交流將起到良好促進作
用。

陸企設基金支持創業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紅豆集團總裁周海江在海

峽論壇期間表示，該集團將成立1億元的基金，支
持台灣青年到大陸創業。他說，台灣青年普遍具
有知識素養高、國際視野寬、學習能力強、工作
辦事實等特點，是廣受大陸市場歡迎的創業人
群。周海江並提到，對比改革開放之初，當前大
陸「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不斷深化改革、擴
大開放，實施自貿試驗區、「一帶一路」等一系
列經濟發展戰略的大背景下，兩岸青年創業就業
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發展機遇。

■■海峽兩岸青少年優秀新媒體作品的海峽兩岸青少年優秀新媒體作品的
獲獎者與頒獎嘉賓合影留念獲獎者與頒獎嘉賓合影留念。。

記者翁舒昕記者翁舒昕 攝攝

■兩岸嘉賓共同啟動「2015海峽兩岸青少年新媒體文創論壇」。
記者翁舒昕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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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
國政協主席俞
正聲在第七屆
海峽論壇開幕
式 致 辭 中 表
示，青年是兩
岸 關 係 的 未

來，我們要更多關注兩岸青年成
長，為兩岸青年交流創造更多機
會，讓兩岸青年早接觸、多交往，
加深了解，增進友誼，成為共同打
拚的好朋友好夥伴，成為進一步促
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生力軍。

「台灣很多年輕人知道大陸越來
越強大，但不一定用正確心態對
待，而有些人則找不到進入大陸的
途徑。」台灣「80後」小伙子王炳
忠在海峽論壇期間的一席話，頗具
代表性。

人們注意到，第七屆海峽論壇以
「關注青年、服務基層」為主題，
將「青年交流」列為論壇四大板塊
之一，舉辦了包括「海峽青年論
壇」、「海峽兩岸青少年新媒體文
創論壇」、「海峽影視季」、「海
峽兩岸關愛下一代成長論壇」等4
項活動，「對話青年，共拚未來」
的姿態顯見。

鼓勵台青在閩「三創」
而今次海峽論壇演繹「青春範

兒」，亦引發島內媒體的密切關
注。台灣《中國時報》刊文《鼓勵創業 向台灣青
年招商》，介紹本屆論壇向台灣青年招商，突出
兩岸青年創業交流；《旺報》刊文《海峽論壇登
場 鼓勵台青三創》，指福建將出更優惠政策，鼓
勵台灣青年在閩「三創」（即創業、創新和創
客）。

兩岸關係自2008年以來平穩向前，但其中亦有
波瀾呈現。從去年春天島內發生的「太陽花運
動」，到近期發生的反對新課綱抗議，在一定層
面上反映了島內青少年對大陸缺乏真正了解，容
易被政治團體操縱利用。

在台灣2,300萬人口之中，15至44歲的青年人
接近一半，這是一個深具影響力的群體。 我們還
可以看到，近期，青年交流一直是兩岸交流熱
點，剛剛過去的「習朱會」和第十屆兩岸經貿文
化論壇，到正在舉行的第七屆海峽論壇，都特別
強調加強兩岸青少年的直接交往，都期待「兩岸
青年藉交流實現心靈契合」。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去年5月在會見到訪的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一行時強調，兩岸青少年身上
寄託着兩岸關係的未來，要多想些辦法，多創造
些條件，讓他們多來往、多交流，感悟到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潮流，感悟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趨勢。

「百聞不如一見」，開青年之門，方能建未來
之路。以切磋磨合為起始，以潤物
潤情為過程，以攜手同行為目標，

本屆論壇所搭設的，正是以此
為航向的大舞台。

閩放寬台灣中藥材註冊申請

張志軍為兩岸殘障藝術家「做模特」

台農阿飛：
願做「紅娘」牽「紅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綜合報道）第七屆海
峽論壇出台了一批促進閩台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
為深化海峽兩岸醫藥領域交流合作，國家食品藥品監管
總局進一步簡政放權，同意將在台灣已上市20年以上
的台灣地區產中藥材註冊申請的受理、審批和台灣地區
產部分第一類醫療器械備案委託福建省食品藥品監管局
實施。
此次發佈政策涉及中醫藥交流、支持台灣青年來閩創
業、便利台胞分享自貿區福利等，旨在擴大台灣基層民
眾受益面和獲得感。
為加強閩台青年交流，福建省人民政府發佈《關於鼓
勵和支持台灣青年來閩創業就業的意見》（下稱《意
見》）。《意見》支持台青以多種形式創業，給予創業
融資支持，加大創業項目扶持，經評估將向台灣青年提
供免費辦公經營場地或租金補貼以及住房補貼，為來閩
創業就業的台灣青年的子女提供就學、社保等服務。此
外將支持設立各具特色的台灣青年創業基地。
此外，從今年起，福建省級財政將台灣農民創業園補

助標準由原每年每個創業園補助人民幣300萬元提高至
500萬元，以進一步促進福建漳浦、漳平、清流、仙
遊、福清、惠安等6個國家級台灣農民創業園發展，讓
台商投資者享受與福建省居民同等待遇。

「快審快核」化妝品標籤
本屆海峽論壇還推動落實54條政策措施，加快福建
自貿試驗區的建設。共有海關方面25條、檢驗檢疫方
面4條、金融方面15條、旅遊方面5條與人員往來方面
5條。其中包括：完善對台小額貿易管理方式，推進建
設統一高效、閩台聯動的口岸監管機制，推動廈門—金
門、馬尾—馬祖遊艇、帆船出入境簡化手續等。
在檢驗檢疫方面，將對原產於台灣的預包裝食品、化
妝品實施「快審快核」的標籤審核模式；在金融方面，
允許自貿試驗區銀行業金融機構與台灣同業開展跨境人
民幣借款等業務；在人員往來方面，對在自貿區內投
資、就業的台灣企業高管、專家和技術人員，給予入出
境便利。

■台灣各界人士盼借福建自貿區的機遇，與大陸多交流多
往來。 記者翁舒昕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平潭報道）13日，
台農阿飛和台灣600名村里長及中南部果農一道，
乘坐「海峽號」客滾輪，拎着剛採摘的南台灣應季
水果，及大小包行李順利通關登陸平潭，為後一天
的聯合行銷做最後的準備。

讓台農共享和平紅利
阿飛的本名叫陳正飛，作為成立剛滿兩個月的

「台灣農民兩岸交流促進會」理事長，開拓台灣農
業新前景，讓台農共享和平紅利是陳正飛最大的願
望。他總是親切地稱自己「阿飛」，逢人就說「我
是真正的『三中一青』代表，願為台農做『紅
娘』」。
昨日兩岸村里長交流活動即台灣中南部果農平潭

聯合展銷會，除了兩岸同名村錦旗交換儀式，還舉
行了兩岸姓氏族譜對接、旅遊合作框架協議簽訂等
活動，平潭和台灣兩地700名村鎮里長、村委會主
任皆共襄盛舉。
阿飛告訴記者，此前平潭主官們赴台灣參訪，首

站就前往偏遠的屏東拜訪南部果農，並盛情邀約他
們到大陸展示。「聽說這次平潭交流活動的消息
後，我在台南、高雄辦了幾場說明會，引起極大轟
動。鄉親們都說，大陸真心誠意、腳踏實地、深入
台灣基層，用心用力落實兩岸交流照顧三中一青的
政策。」
和阿飛一起登陸行銷的還有屏東縣九如鄉張振亮

鄉長、檸檬大王劉宗坤、木瓜王子李
協倉。在阿飛眼裡，這些台灣農民鄉
親不僅祖先都來自大陸，而且內心之
中保有中華文化裡最樸實、最善良的
心懷，知恩圖報。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高晟
楠 廈門報道）兩岸殘障人士嘉年
華職業技能展示日前亮相海峽論
壇，兩岸20餘位殘障藝術家展示繪
畫、剪紙、刺繡等工藝。國台辦主
任張志軍到場參觀，並做起了現場
藝術家的模特。
張志軍首先為安徽的殘障藝術家
劉曉川做模特。劉曉川擅長剪紙，
她以張志軍的側面為模型，創作肖
像剪紙。
製作過程中，有記者詢問張志軍
是否第一次做「剪紙模特」，張志
軍說：「我現在不能回答，不然就
不好剪了。」為了不影響劉曉川創
作，他從始至終保持着原本的姿
勢。剪好後，記者詢問剪得是否像
他，張志軍說：「真的像，你看連我頭髮沒弄好都能
剪出來。」並笑着問劉曉川，「我能帶走嗎？」
張志軍的玩笑話逗樂全場，台灣畫家朱建安迅速
捕捉到了他的笑容。朱建安在聽力方面有一些障礙。
張建軍端坐在他對面，微笑地當他的畫作模特。不到
兩分鐘，一副卡通肖像畫就出爐了，畫面上的張志軍

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張志軍握着朱建安的手笑言：
「你把我畫年輕了」，「這好像30
年前的我啊」。得知畫家無法用語言
進行溝通，張志軍通過協助人員向這
位畫家表達了感謝和敬意，並遺憾地
表示：「可惜我不會手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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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委會舉辦集體慶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廈門報道）第七屆海
峽論壇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論壇組委會也熱情不
減。13日，組委會為本次論壇期間生日的兩岸嘉賓舉
辦了一場集體慶生會，讓嘉賓有「賓至如歸」的感
覺。
中華兩岸事務交流協會副會長李作霓是其中一位，

他表示主辦方精心安排了這樣一場溫馨的生日派對，
讓參會的嘉賓在忙碌而緊湊的會議中感受到了組委會
溫情而細膩的一面。
嘉義市陳氏宗親會理事陳惠真亦覺得這個生日非常

難忘。她告訴記者，第一次跟那麼多人一起過生日，
還是在海峽對岸，這種經歷很難得，她一定不會忘記
的。

■■海峽論壇組委會為生日在論壇期間的兩海峽論壇組委會為生日在論壇期間的兩
岸嘉賓舉辦集體慶生會岸嘉賓舉辦集體慶生會。。 記者翁舒昕記者翁舒昕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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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聽障人士朱建安現場速畫肖像送給張志軍。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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