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絕不允台商在陸賺錢回台撐「獨」
張志軍寄語台協台企聯堅定維護一個中國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中共中

央台辦、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昨日在河南鄭州舉辦

的2016年全國台協會長座談會上，充分肯定大陸

台商、各地台協和台企聯為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

展、深化兩岸經濟合作、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作出的積極貢獻。他也希望廣大台商朋友在兩岸

關係新形勢下堅定信心、善抓機遇、開拓進取、

創新發展。張志軍並進一步表示，歡迎台商到大

陸來打拚，但絕不允許在大陸掙錢回去支持「台

獨」分裂，他表示「這和兩岸關係發展的初衷是

背道而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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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軍向與會台協會長介紹了今
年以來兩岸關係發展變化形勢

和大陸對台方針政策，強調大陸對
台大政方針不會因台灣政局變化而
改變，將繼續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
則的「九二共識」，堅決反對和遏
制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
努力維護及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為廣大台胞在大陸的工作和生
活創造更多便利。張志軍又充分肯
定大陸台商、各地台協和台企聯為
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深化兩岸
經濟合作、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作出的積極貢獻，希望廣大台商朋
友在兩岸關係新形勢下堅定信心、
善抓機遇、開拓進取、創新發展。

對台協提四點希望
張志軍對各地台協和台企聯工作
提出四點希望。一是加強服務、凝
心聚力，幫助會員解決在生產經營
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協助台資企
業持續健康發展。二是發揮優勢、

引領示範，當好台資企業與政府的
溝通橋樑，反映台商心聲，促進協
會和企業的共同發展。三是着眼長
遠、做好傳承，鼓勵台灣青年投入
兩岸交流，增強兩岸命運共同體意
識。四是把握方向、維護大局，堅
定不移地維護一個中國原則，旗幟
鮮明反對「台獨」，維護和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
張志軍在回答媒體關於台灣參與

國際活動相關問題時稱，台灣參與
任何國際活動，只能是在堅持一個
中國原則的前提下，通過兩岸協商
來處理。因台灣當局拒不承認「九
二共識」，因此破壞了兩岸互動的
政治基礎，使得兩岸制度化的交往
停擺，從而無法就相關問題進行協
商溝通。
河南省省長陳潤兒向與會者介紹

了河南經濟社會發展和豫台交流合
作情況。大陸140多個台資企業協會
會長和全國台企聯主要負責人共230
餘人出席了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鄭州報道）中國國際交
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在此次座談會上剖析了國
際及國內宏觀形勢給廣大台商台企在大陸持續發展帶
來的新機遇。他認為，「一帶一路」是兩岸企業轉型
的必經之路，並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是全球跨
國公司競爭最薄弱的環節，因此是兩岸企業轉型升級
的必由之路。
張燕生分析認為，未來兩岸擁有三方面的合作前
景：創新、物流與產業合作。對此，全國台企聯會長
王屏生亦表認同。他在座談會上批評蔡英文當局推出
的「新南向政策」不切實際。王屏生認為，台商到東
南亞發展，最佳路徑是經過大陸到東南亞，台商千萬
不能錯過大陸正在實施的「一帶一路」國家戰略。

兩岸擁創新物流產業合作前景

■座談會期間，台協會長們抓緊機會
互相交流。 記者劉蕊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
道，台灣「立法院」昨天處理攸
關勞工周休二日的「勞基法」
「修法」，經協商仍未有共識，
原本傳出民進黨團有意昨天直接
表決，但在場內外衝突難解情況
下，將待下周二（6日）再闖
關。不過，勞工團體重申，如果
民進黨仍執意砍假，12月6日會
再發動抗爭。
「立法院」朝野黨團昨天再度
協商「勞基法」修正草案仍無共
識，「立法院」院會昨天是否處
理，中國國民黨、民進黨黨團上
午分別開黨團會議嚴陣以待。民
進黨「立委」在人數優勢下，經

表決通過將「勞基法」修正草案
列入本次會議議程討論事項第1
案，而在表決過程中，國民黨
「立委」則舉板譴責，並與親民
黨「立委」分別上發言台抗議。
另外，在「立法院」外，上百
名勞團成員昨天一早就到「立法
院」側門前抗議，表達反對砍七
天假立場，並與警方發生推擠衝
突。而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在中
午返回青島東路的辦公室時，遭
抗議人士潑水並推倒在地。
有見場內外衝突一波接一波，
「立法院長」蘇嘉全宣佈昨天
的會議先休息，待6日繼續開
會。

綠營砍假「修法」場內外爆衝突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
宣佈解散的復興航空正加速處理
退票作業，目前完成退票手續，
並經過檢察官核可，已進行到退
費階段者逾兩萬張，昨天開始退
回費用給旅客。復興航空表示，
日後將全力加速作業。
復興航空表示，經由民航局指

導與旅行公會協助，針對興航解
散前所售出約10萬張機票，在業
務部門全力動員下，目前已完成

退票手續且進行到退費階段者超
過兩成，已逾兩萬張，後續將全
力加速進行退費作業。
復興航空說，針對已售票旅客

的退費作業流程，是由業務單位
匯整退票單據，提供會計與資金
單位審核作賬後，再交由律師檢
核，最終由檢察官核可後，便可
執行退款作業。整體作業流程公
開透明，昨天終於退回第一筆費
用給旅客。

興航完成逾兩萬張退票手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
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耿爽昨日在北京表示，
中方堅決反對美台進行任
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
聯繫，這一立場是一貫
的、明確的。
美國國會日前協商2017

年國防預算案，可能將美
台軍方官員交流納入法
案。有記者問及中方對此
的評論，以及是否認為此
舉會影響中美關係。耿爽
表示「我們對有關報道內容表示
嚴重關切」，並指出中方堅決反
對美台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和軍事聯繫，這一立場是一貫
的、明確的。

耿爽說，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
個中國政策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原則，慎重處理台灣問題，不要
開歷史倒車，以免損害中美關係
大局。

耿爽：反對美台任何形式軍事聯繫

■張志軍昨日表示絕不允許台商在大陸掙
錢回去支持「台獨」。 記者劉蕊 攝

■張志軍希望台商能在兩岸關係新形勢下堅定信心、善抓機遇、開拓進取、創新發展。圖為早前的海峽
兩岸經貿交易會。 資料圖片

■張燕生認為，兩岸擁有創新、物流與產業合作三
方面的合作前景。圖為物流公司在處理貨物。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 劉蕊及中新社報
道）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會會長王屏
生等大陸台商領袖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台
灣當局所謂「新南向政策」不切實際，台商
應抓住大陸「一帶一路」建設機遇，實現自
身發展。
王屏生表示，1988年起不少台商就曾到東南
亞投資，但遭到很大損失。現在台當局的「新
南向政策」是「海市蜃樓」，完全不切實際。
「到東南亞投資的捷徑，是經過大陸。」王屏
生說，經濟新常態帶來很多新機遇，對台灣投
資者而言非常好。大陸實施「一帶一路」建
設，台商不會缺席。
全國台企聯榮譽會長丁鯤華表示，「一帶一
路」涉及的地區市場容量涵蓋了「新南向政
策」，潛力更大，也更務實。「『一帶一路』
對台商而言是好機會。」身為經濟學博士的丁
鯤華說，許多台企在大陸從事服裝、鞋業、文
具等行業，這是「一帶一路」周邊地區需要的

產品。大陸台企以中小企業為主，投資、轉向
都靈活，「一帶一路」帶來產能轉移的機會。

蔡增就業承諾淪空頭支票
杭州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會長劉光榮認

為，大陸經濟發展迅速，台灣已經漸漸失去科
技、資本等方面的優勢。而處於弱勢群體的台
灣青年在當地不好就業，大陸方面因此應積極
鼓勵台灣青年來創業，尤其應鼓勵台灣青年到
大陸做「小而美」的創業項目，比如文創、餐
飲等。張志軍亦在座談會上表示，要鼓勵台灣
青年投入兩岸交流，增強兩岸命運共同體意
識。
在此方面，已經在大陸打拚多年的會長們都

表達了相同意見。1997年便到河南辦幼兒園的
漯河市台商協會常務副會長靳士偉以其弟弟為
例，指台灣青年對蔡英文當局非常失望，其當
初承諾的增加就業並未落到實處，促使靳士偉
鼓勵弟弟早日到大陸工作。廈門市台商投資企

業協會會長陳信仲亦表示，台灣現在處於勞務
輸出階段，廈門作為連接台灣與大陸的橋頭
堡，應在接納台灣青年方面多多努力，他倡議
在金門設置台企綜合服務處，讓赴大陸的台灣
青年能夠第一時間獲得大陸的相關資訊和幫
助。

王屏生批蔡「新南向」不切實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蔡英文上台後，兩岸關
係陷入「冷對抗」，不少台灣企業只好自找出路，借道香
港，與大陸企業維持甚至增進交流合作關係。亞洲最大的
知識產權交流活動—「亞洲知識產權營商論壇」前日在

香港舉行，台灣企業IP經理人踴躍參加是次活動，規模創歷年之最，他
們都期望與大陸及全球知識產權專家面對面交流，拓展商網。
這次由台灣企業專利經理人協會組團近150人參加的「亞洲知識產
權營商論壇」，台灣科技業大廠代表均有參加，包括全球晶圓代工龍
頭台積電、台灣IC設計業龍頭聯發科及HTC等科技企業。這也是歷
屆論壇中，台灣團規模最盛大的一次。更特別的是，這次由台灣企業
專利經理人協會邀請參加的大陸企業代表高達百人以上，包括陸資通
訊設備大廠華為及小米科技等重量級陸企。也突顯出兩岸企業在知識
產權的交流合作上，儘管官方「冷對抗」，但業者繞道香港，建立更
緊密關係。

黃祥程：政治敏感阻人才發展
實際上，自民進黨執政後，兩岸關係急凍，兩岸產業交流活動也受到

影響。不少企業已經看清時局，對於台灣當局在兩岸關係處理上沒有太
大期待，企業要生存也只能靠自己，這也是為何今年更多企業IP經理人
特別繞道香港，參與這場大中華知識產權交流活動，尋求更多合作商
機。
台灣企業專利經理人協會秘書長黃祥程坦言，台灣新當局上台後，政

治非常敏感，造成台灣企業好的技術及人才在台發展受到局限，借道香
港可以避開兩岸政治敏感性的干擾。他續指，香港在位置、金融、法
律、國際化等方面具優勢，同時大陸跨境企業對香港扮演的角色接受度
很高，兩岸未來在知識產權的交易等將更多利用香港作為平台。
台企繞道，並不是首例。島內第三大的封測廠南茂日前宣佈終止大陸
紫光集團來台的參股計劃，改為到上海與紫光集團合資生產，這樣改
道，說穿了也是在規避參股案因兩岸「冷對抗」處處受阻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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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企借道香港避兩岸「冷對抗」 香港文匯報

訊 據中通社報
道，台灣「最
高法院」昨日
表示，只要在
食品中摻偽、
假冒或違法添
加，不論是否
危害人體健康
都 構 成 違 反
「食安法」，
最重可判處七年徒刑。
富味鄉食品公司2013年被查獲，其標示「100%純黑芝麻

油」的產品中，摻入黃麻油與特黑油（炒至焦黑的玉米胚芽
油），法院二審判決認為，此部分的混油無法證明對人體有
害，不構成違反「食安法」罪名，僅認定詐欺有罪。「檢察
總長」因而對本案提起非常上訴，就有關「食品衛生安全管
理法」的「摻偽或假冒」或「添加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
物」罪，如何判斷該罪成立與否，請法院統一見解。

最高刑罰可判監七年
「最高法院」昨日召開記者會指出，出席刑事庭會議的40

名法官一致通過決議，只要在食品中摻偽、假冒或違法添加
未經許可的添加物，不論該行為是否危害人體健康，均應依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論處，最重可判七年徒刑，得併科
8,000萬元新台幣（約合1,946萬港元）以下罰金。
因非常上訴僅能作對被告有利的判決，不能將無罪改判

有罪，檢方也不能聲請再審，因此該決定效力不及於此案
被告，但法律界人士指出，該決定屬於「最高法院」統一
的法院見解，未來對下級法院審理類似案件時同樣具有約
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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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爽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台進行任
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 中央社

■台「最高法院」表示在食品中摻偽、
假冒都會違反「食安法」。 網上圖片

■王屏生批評台當局的「新南向政策」完全不
切實際。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