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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及新華社報道，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昨日出席博

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在午宴前向台商溫情喊話表示，大陸會為台

商創造更便利的政策。對於台灣決策高層質疑他「從中作梗兩岸關

係」，張志軍回應說，對台工作具挑戰性，自己有充分思想準備；近年

台灣有些人不斷放話，「這種小兒科的遊戲不可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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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軍：創更便利政策惠台商
回應「作梗」謠言 轟「小兒科遊戲不可能得逞」

張志軍昨日邀請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
譽董事長蕭萬長等台灣企業家代表團

成員共進午宴前接受媒體訪問時，作上述
表示，提及多項大陸對台優惠。

兩岸關係發展目前「勢頭好」
張志軍表示，今年是兩岸開啟人員交
流30周年，但畢竟走過30年，從隔絕的
情況走到每年將近有 1,000 萬人次的交
往，兩岸關係發展歷來不是一帆風順，目
前「勢頭也是非常好」，對兩岸關係發展
充滿信心。
張志軍說，在當下關鍵時刻，希望台
灣工商界人士堅定信心。大陸對台政策
沒有改變，會為台商努力創造更便利的
發展政策，這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政府
工作報告和副總理張高麗在博鰲的演講
中都能體現。
他舉例說，今年1至2月兩岸進出口貿

易年增19%以上，說明了巨大潛力。他
說，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兩岸關係向前發
展，沒有任何力量能隔絕「兩岸同胞骨肉
親情，我對兩岸關係發展充滿信心」。
他說，大陸經濟增長保持在6.5%左右，

意味經濟規模一年將增加7,000億美元以
上，對台商是廣闊發展空間和無限商機。
客觀來說，台商也為大陸改革開放和經濟
社會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張志軍指出，大陸方面高度重視台商
合理的權益關切，也會設法在法律允許
的架構內解決。他表示，現在國際格局
深度調整，不確定因素非常多，兩岸企
業家應加強交流合作、共同尋找合作機
遇，雖然現在兩岸政治層面交往中斷，但

是大陸要努力推動兩岸民間各領域，包括
經濟領域交流合作。
張志軍6日說，「『台獨』之路走到盡

頭就是統一」，這樣的統一方式會讓台灣
民眾「付出巨大的代價」。台灣決策高層
官員隨後質疑「兩岸關係至今沒有起色，
是張志軍從中作梗」。

對台挑戰有心理準備
張志軍說，沒想到這一句話讓有些人如

此跳腳，台灣有些人可能對現在兩岸關係
出現這樣狀況受到極大壓力，於是想找個
方法減緩壓力、推卸責任、轉移焦點。
張志軍說，「我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這個活就是具有這樣一個挑戰，沒有什麼
了不起，這種小兒科的遊戲不可能得
逞。」他還說，有幾年了，「台灣有些人
不斷在那兒放話，可以說是編造故事、散
佈謠言」。
他指出，大陸對台大政方針是一貫的、

明確的，沒有改變。他說去年「5．20」後
兩岸關係之所以發生變化，是因為其「九
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遭到破壞。兩岸
關係若要回到去年「5．20」之前的狀態，
只有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
識」的政治基礎，兩岸關係才能行穩致
遠，為兩岸民眾帶來更多福祉。
張志軍說，自己講的那一句話，自己事

後還回憶一下，是和大陸幾十年來對台大
政方針精神是一致的。
他強調，大陸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堅決反對「台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努力推進和平統一的進程，實現國家完
全統一的最終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博
鰲亞洲論壇2017年年會繼續議程，
蕭萬長昨日說，台資比照大陸內資
待遇一事，兩岸企業家峰會平台已
經開始磋談，但要先了解企業個案
需要。蕭萬長強調，大陸方面向他
表示，願意加強民間的合作與交
流。
蕭萬長昨天與國務院副總理張高

麗會面時表示，兩岸企業合作不應
受短期政治因素的影響。他說，這是
一種希望不要發生的「預防性意
見」，因為台商反映有些大陸地方政
府很積極，有些趨於保守，他希望讓
大陸了解不要讓這樣的事發生。
蕭萬長指出，從大陸方面得到的
意見，他們都是願意加強民間的合
作與交流。兩岸企業家峰會將針對
個案進行了解並向大陸提出，必須

處理的大陸就會處理。

要先了解有多大差異
蕭萬長也提到，希望台資企業在

大陸可以比照大陸內資企業的待
遇。被問及大陸方面對該要求有否
進一步回應和已否規劃明確時間
表，他指出，去年11月兩岸企業家
峰會在金門開幕時，自己就不斷強
調這一點，希望台資和大陸內資能
有一個公平競爭的條件。當時與大陸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會面時，俞正聲
當場回應，這個問題可以好好討論。
蕭萬長說，兩岸企業家峰會正對

這項議題進行準備和磋談，要先了
解到底大陸內資待遇和台商享有的
待遇還有多大的差異，之後才能提
出來解決。這次向張高麗再度提
出，是希望讓對方知道。

蕭萬長：開始磋談台企待遇比照陸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國民黨主
席選舉備受矚目，將角逐連任的國民黨主席洪秀
柱競選辦公室昨日公佈發言人群名單，循「用壯
育青」思路，並兼顧區域、男女平衡，5男4女
的9位發言人平均年齡僅31歲。
洪秀柱競選辦公室（洪辦）總幹事吳育仁當天

主持「不走回頭路 改革要挺柱」記者會，介紹
洪辦9位發言人，其中最年輕的是23歲的國民黨
青年團長呂謦煒；45歲的陳茂嘉是新北市青工
總會總會長，則是洪辦9位發言人群中年紀最
長，他認為「國民黨要再起，必須全民挺柱」。
洪辦發言人群還包括國民黨19全中央委員、高

雄青工總會副總會長朱挺玗，花蓮縣青工總會副
總會長謝宜萱，19全黨代表朱珍瑤，國民黨政策
委員會大陸事務部專員何天陽，19全黨代表林於
翔，台中市西區公民里里長林京玲，以及先前任
洪秀柱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時的發言人李昶志。

國民黨主席選舉
9發言人挺柱

台青「登陸」廈門掀熱潮

■蕭萬長（右1）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身份出席博鰲亞洲論壇
2017年年會，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左1）昨日設宴款待台灣團一行。中央社

■■99位發言人群挺柱選國民黨黨魁位發言人群挺柱選國民黨黨魁。。 中央社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第十二屆台
灣專業人才廈門對接會」昨日在福建廈門人才市
場舉行，台灣醫學專才胡珀元教授現場和廈門大
學附屬心血管病醫院簽約，成為福建省心血管界
首位全職引進的台灣特聘專家。曾在台北醫科大
學雙和醫院擔任心臟血管外科主任的胡教授坦
言，還有很多同行有前來大陸發展的意向。
廈門人才市場人士介紹，台灣專業人才廈門對

接會舉辦十二屆以來，台灣中高端人才「登陸」
意願越來越高，大陸各用人單位提供的薪資和崗
位也越來越有吸引力。
台灣青年人才在本次對接會上也受到矚目。本

屆對接會，「70後」、「80後」、「90後」的
中青年台灣人才佔參會人數近七成，其中「80
後」、「90後」佔三成左右，為歷年所少見，
其中還有三分之二具有碩士以上學歷。

「報考福州大學的原因，是我心儀的生物工程類學科在內

地高校裡會有更多的學術資源。從當初如願以償被錄取到現

在內地學習三年收穫滿滿，我不僅收穫了學業和友誼，也加

深了對內地的了解和認知。」福州大學生物科學與工程學院

生物工程專業大三港生房敏行，在言談間不時透露出對這座

城市的喜愛，「對福州的最初認識來自於一個在福建師大生

物科學學院任教的教授親戚，三年來我在福州看到、聽見了

太多過去未曾了解的內地，認識了祖國多元文化，也體驗了

與香港不同的教育模式和生活方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港生閩大學博採眾長拓眼界

來內地求學是基於對自身的了
解。「我在高中時讀的是理

科，有生物科學這門學科。當時受高
中老師的啟發，以及我自己對生物範
疇新科技和發明很感興趣，所以報讀
了內地生物科學這門學科。」房敏行
說，「興趣是選擇專業的第一參
考」。
在房敏行看來，赴內地升學和父母
的支持是分不開的。房敏行告訴記
者，他的父親在香港一間報館工作，
對教育升學這方面很了解。「父親當
時在做關於港生內地免試招生的專題
（即港生以香港中學文憑試DSE成績
直接報名內地高校），父母都希望我
能夠離開家到外生活和學習異地文
化，過程中可以培養我的獨立自主能
力，是一個讓我成長的好機會。」房
敏行認為，在香港上大學比較看重人
際關係和課外發展，而內地學術風格
講究嚴謹。香港學生會去批判性地思
考，這是他作為港生引以自豪之處。
以兼容並蓄的精神赴內地學習，博採
眾長，「眼界就會變廣了，未來的職
業規劃也會更加清晰。」
回憶大一剛來的諸多不適應，房敏
行笑言「適應着適應着也就慢慢習慣
了，需要時間沉澱而已。」他續說：
「其實內地各省學生共處也會有文化
差異，只是香港文化更為不同一些，
對我而言剛是一個文化衝擊。」言語

間彷彿還在回味往昔的感觸。「香港
會過西方的節日，比如復活節、萬聖
節、感恩節，內地幾乎不會過。而過
中國傳統節日也稍有差別。比如內地
有鹹的月餅；飲食方面，學校食堂裡
菜品也是中餐居多，沒有香港中西料
理交融的食物，更別說西餐了。」

高等數學難 刻苦補差距
房敏行說：「住宿、飲食等差異對

於我們而言其實都不算問題，內地與
香港教育的銜接才是港生到內地讀書
所需要面對的真正問題。」房敏行舉
例說，內地高校高等數學是港生的一
大難關，「是我們在內地讀書港生的
一個日常學業話題。」房敏行進一步
解釋，「我讀的生物工程屬於工科，
需要修讀生物、化學專業修讀必修課
的高數B（B等級的高等數學），香港
高中數學課程只教到函數，可是到了
福州大學我是從微積分開始讀，中間
跳過了很多基礎知識點，難易程度差
別亦很大。」
「我硬着頭皮去讀高數B，比其他
內地同學多花了不少時間，找內地高
中的教材自學，先把自己和內地同學
之間的差距補回來，然後再追上高數
課程的進度。」房敏行自信滿滿地
稱，「用行動啃下高數這塊硬骨頭，
證明了自己只要肯努力，沒有讀不下
來的科目。」

■■房敏行參加第三屆兩岸四房敏行參加第三屆兩岸四
地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地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並並
榮膺最具人氣項目獎榮膺最具人氣項目獎。。

本報福建傳真本報福建傳真

情傾生物工程 雙親支持追夢

研蠶絲製膠課題 競逐創新大賽
在福州三年學習過程中，房敏行最大的感

受就是內地教學風格嚴謹。
房敏行說：「在內地學習最大的體會，

就是做事要非常嚴謹，不管是做學問，還
是做人都是這樣的。這邊做每件事情，都
有一個系統的做法，按部就班，把細節做
好。」房敏行說，生物類專業對其他理學
科的知識亦有要求，比如物理、化學、電
工等等，特別是生物工程專業是一個跨多
門學科領域的專業，要修的課程會比較複
雜。
房敏行邊給記者展示專業課程修讀指

南，邊興致勃勃地介紹，「我們有很多學
院安排的實驗課，內容都是按教程編排
的，我最感興趣是自己報名參加學院研究
員課題的實驗。」
據房敏行介紹，學院每個學期都有一個

本科生科技研究項目計劃，從本科生中選
拔成績優異的學生參與，主要和研究生一
起參與教授導師手上的課題。「我跟過導
師的有枇杷保鮮技術等課題，其中採用天
然蠶絲中提取絲蛋白為主要原料的生物膠
項目，參加過第三屆兩岸四地大學生創新
創業大賽。」

■房敏行（右一）以生物膠項目，競逐第三屆兩岸
四地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獎項。 本報福建傳真

文化差異直接導致了思維方式的差
異。房敏行亦關注兩地的房價差異、
消費差異等方面，從點滴的生活細節
上去感受兩地生活方式的不同，並樂
在其中。房敏行舉例說，「福州的公
交是電動的，而香港因為地形不平，
爬坡路多，只能使用從歐洲引入引擎
發動的巴士。另外是票價的不同，內
地公交不是一元就是兩元人民幣，而
香港公交是按照路程收費的；搭地鐵
的時候，內地會提醒『請乘客抓緊時
間下車』，香港的提示則是『請先讓
乘客下車』」。動手能力和想像空間
俱優的房敏行，經常騎着自己組裝的
單車逛福州，「我自己上淘寶買零
件，然後在宿舍組裝。」他笑言，
「以前在香港時也經常淘寶，只不過
寄到香港的運費貴。」
房敏行曾代表福州大學參加過福建

省高校國際及港澳台僑生才藝展，熱
愛音樂的他亦淘了台電鋼琴放在宿舍
裡。「音樂可以跨越語言和思維的障
礙。創造生活，宿舍也可以和家一樣
溫暖。」

■房敏行（右）代表福州大學於才藝展
上獻唱。 本報福建傳真

逛淘寶購零件
自組單車出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