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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城論壇」下月滬舉行
大陸始終保持最大善意 台北市長柯文哲將率團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
令兩岸關係陷入僵局，外界擔憂上

「雙城論壇」
預計簽署項目

海、台北「雙城論壇」恐生變數。

4項備忘錄
台北市立大學與上海大學學術交流備忘錄

不過，昨日兩地政府正式確認，

台北市內湖區與上海市浦東新區合作備忘錄

「2017 上海台北城市論壇」定於 7

兩市推廣籃球運動備忘錄

月 2 日在上海舉行，屆時台北市市

消費者權益保護備忘錄

長柯文哲將率團登陸。上海社會科
學院台灣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盛九元

1項特別活動
台北、上海高中生街舞互動交流表演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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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始終保持最大的善意與誠意，推
進兩岸民間交流、合作，舉辦「雙
城論壇」可謂順理成章。
年開始，「雙城論壇」由上海市
自2010
與台北市政府輪流舉辦，已成為兩市

之間重要的機制化交流平台，迄今為止雙方
已經簽訂了 26 項交流合作協議。但為兩岸
局勢所累，今年台灣方面已數度傳出，「雙
城論壇」或將延期、甚至停辦。

以「健康城市」為主題
日前談及「雙城論壇」時，台北市長柯文
哲曾持續釋放「善意」。他表示，兩岸關係
僵住、互嗆都不是辦法，並指自己到目前為
止，「仍是拋出善意 ，一切要看對方誠
意」，還強調「有交流才有善意，有善意才
有機會化解僵局」。
至昨日，外界翹首以待的「雙城論壇」終
於拍板。上海市台辦對外發佈消息稱，經上
海與台北兩市有關方面商定，「2017 上海

台北城市論壇」將於 7 月 2 日在上海舉行，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將率團來滬出席論壇。
據介紹，此次論壇以「健康城市」為主
題，將通過交流研討，推動兩市在社區衛
生、智慧城市與民生服務、環保、青年創業
的機遇和挑戰等四個方面進行經驗分享和交
流互動。論壇期間，兩市將簽署有關交流合
作備忘錄，進一步深化上海與台北兩市各領
域的交流與合作。

不存在「延期」一說
有消息稱，今年的「雙城論壇」原本預定
在 6 月底舉辦，卻因種種原因延期至 7 月。
但盛九元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早前所指的 6
月是台灣媒體曝出的時間，大陸對此未有回
應，可見 6 月並非最終商定的時間，今次決
定在 7 月召開，應是雙方共同協商的結果，
故「雙城論壇」並不存在「延期」一說，所
謂「延期」僅是猜測。

■今年「雙城論壇」將於 7 月 2 日在上海舉行，屆時台北市長柯文哲將率團登陸。圖為 2016 年「雙城論壇」兩市相關負責人簽署備忘
錄，時任上海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沙海林（後排左一）與台北市長柯文哲（後排左二）參加。
資料圖片
在他看來，「雙城論壇」召開順理成章，
首先「雙城論壇」為上海、台北機制化交流
平台，外界普遍將之認定為城市之間的論
壇，更重要的是，早前柯文哲對「九二共
識」、「兩岸一家親」等種種論述，亦表明
「雙城論壇」是大陸在兩岸既有政治基礎上

的機制化交流延續。

行程公開 無其他活動
台北市政府副發言人陳思宇昨日受訪時則
說，7 月 2 日是雙方協商好的時間，雙方是
有默契在當天統一說明論壇安排。他並表

張志軍點讚台青：多出
「金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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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在廈門出
席海峽論壇的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
任張志軍，18 日下午來到首屆「金點子」創
意大賽頒獎典禮，為兩岸獲獎者點讚，「兩
岸青年要為兩岸交流多出『金點子』，少出
『餿主意』。」
由海峽兩岸聯辦的「『金點子』創意大
賽」於今年首度設立，以「兩岸好主意、金
選新創意」為主題，今年 2 月 8 日在台北啟
動，共徵集到 152 項活動策劃案，吸引 50 位
台灣青年來廈門交流。
自 2009 年開始舉辦的海峽論壇，已成為
兩岸聯合參與機構最多、活動規模最大、涉
及範圍最廣、民間色彩最濃的大型交流活

動。張志軍說，海峽論壇迄今已是第九屆，
之所以經久不衰、充滿活力，就是在於參與
者層出不窮的創意。
當天舉辦的另外一場座談會上，多名台灣
青年暢談在大陸生活、就業、創業的酸甜苦
辣並提出建議。

推出6300個就業崗位
福州市馬尾區致睿青少年事務服務中心主
任、台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會秘書長的涂
佳榮談到，台灣高校社會工作系的大學生缺
乏來大陸實習的機遇，「登陸」就業創業難
度較大，希望相關部門提供協助。
福州市台商協會青年委員會副主任、兩岸

兩岸青創大賽閩啟動 獲獎項目可獲百萬投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第二屆兩岸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日前在福建平潭正式啟動。據了解，符
合條件的每個獲獎項目將獲得 100 萬元
（人民幣，下同）股權基金投資。
本次大賽在借鑒首屆大賽成功舉辦
的經驗基礎上，創新性地把項目盡職調
查前置，股權投資基金將參與各地優質
項目的前期篩查、初賽、預賽，同時為
了讓基金投資更主動，將由幾十支入駐
平潭基金港的基金直接參與項目評選，
實現直接投資對話。據平潭綜合實驗區
管委會副主任袁野介紹，平潭在 2016
年主辦了首屆兩岸創新創業大賽，截至
目前已有宗仁科技，新媒網路等四個項
目落地平潭，實現了平潭雛鷹基金對創
新項目的投資。「希望通過本次大會，
聚集整合兩岸人才、技術、資本、市場

等各種創業資源，使更多優秀項目落地
平潭，引導孵化一批中小型企業，實現
以創業帶動就業。」
國民黨中常委曾文培亦表示，兩岸
關係密切，有着共同的文化目標。大陸
市場廣闊，平潭又給予了台灣青年創業
者十分優惠的政策和支持，希望兩岸青
年一起合作，一起努力，「希望更多創
業人才匯聚平潭，讓我們在平潭一起成
功。」
啟動儀式上，發行了堪稱平潭首創的
「海峽創業卡」，這是一種功能性特殊
信用卡，面向兩岸創新創業大賽入選項
目和在平潭創業的兩岸青年特定人群，
具有隨時取現、隨時還款、有用有息、
不用無息等特點，額度為 10 萬至 30 萬
元，期限三年，可連續循環使用，為青
年創業者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第二屆兩岸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第二屆兩岸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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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赴台招空服 20 選 1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海
南航空昨日在台北開展大型招募活
動。自 1,500 份求職簡歷中篩選出的
700 名台灣應聘青年，將有約 80 人獲
得培訓機會，未來前往北京為這家大
陸航空公司工作。
海南航空海外航線近年快速增長，
因此持續招募具多元化背景及優秀服
■昨日，海南航空在台北開展大型招募活動。 務能力的海內外空服員。2015 年，首
圖為台灣空服員黃姿蓉（右）此次受委派回到 批逾 50 位台灣青年加入海航；去年
台北，協助招募工作。
中新社 11 月，在台灣舉辦的專場招聘中，再

度引進 39 位空服員。海航人資行政部
副總經理杜建昨日在台北受訪時說，
近兩年招募的台灣空服員，一大特點
是善於溝通，極具親和力，服務意識
廣受乘客與公司認可。今年，海航規
劃在海內外多個城市招募逾 2,000 名
空服人員；稍早前，公司透過台灣人
力資源機構發佈招募訊息、共收到
1,500 份簡歷，本月內將從中精選出
80 人參與培訓，相當於 20 人裡選一
人。

曾在台灣機場擔任地勤工作的黃姿
蓉兩年前應聘為海航空服員，此次回到
台北協助招募工作。她說，現在公司成
長快，同事們一直在更新、學習，適應
新的機型與設施。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
困難，不少台灣同齡人，也比她們當初
入職時更清楚地了解海航，這有助於她
們融入未來的工作環境。
目前在機場免稅店工作的莊庭歡也
前來應聘，她說，如能取得跨海到北
京工作的機會，可以在國際化的環境
下得到更多學習資源。根據媒體的公
開報道，此前大陸就有廈門航空、春
秋航空等赴台招募空服員。

示，所有行程都是公開的，包括柯文哲是否
與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兼上海市市長應勇會
面等細節會再確認後統一說明。因為論壇是
兩個城市之間的交流，柯文哲不會安排赴大
陸的其他活動，也不會到北京宣傳將在台灣
舉行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青年創新創業園運營總監吳宥漆則指出，融
資是許多台灣青年在大陸創業經常遇到的難
題。他說，希望加快落實幫助台灣青年創業
小額貸款、信用貸款政策。
傾聽完 9 名台灣青年的發言後，張志軍
說，兩岸關係的未來取決於青年，來聽聽台
灣青年的情況和建議，以便進一步思考與改
善已出台的政策。未來將繼續搭建平台，便
利台灣青年到大陸來就業創業。本屆海峽論
壇上就推出了 6,300 個就業創業見習的崗
位，而 7 月在廣東東莞還有一個兩岸青年創
業論壇。
「希望台灣青年到大陸呆上一段時間，了解
大陸的實際情況，有好的點子創業成功，我們
樂觀其成、繼續支持，不成功也是一段可貴的
經歷。」張志軍說，「最終的目標，要讓台灣
青年來大陸，無論是學習還是工作，都能享受
與大陸青年基本相同的待遇。」

美基改馬鈴薯叩台
農委會要求標清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美國基因改良馬鈴
薯向台灣申請輸入，農委會表示，台灣生產僅佔每年
需求量三成，若開放，市售洋芋片、薯條等加工食品
恐漸漸改用基因改良馬鈴薯，未來會要求主管機關標
示清楚，以免損及本地馬鈴薯業者利益。
據悉，美國基因改良馬鈴薯申請輸台，是台灣核准
基因改良食品原料進口以來，首宗馬鈴薯申請案，依
據作業流程，預計最快 2018 年上市。除了基因改良
食品是否致癌引發各界爭論外，是否衝擊台灣馬鈴薯
業者的商機，也引發關注。
農委會農糧署說明，台灣不太適合馬鈴薯種植，每
年需求量有七成來自進口。台灣生產馬鈴薯均為非基
因改良，但產量只佔每年民眾需求量三成左右，主要
供應鮮食；市面上洋芋片、炸薯條等等加工食品都是
用進口馬鈴薯製作，未來若開放，有可能會漸漸變成
用基因改良馬鈴薯製成。
農糧署強調，未來若開放基因改良馬鈴薯進口，會
要求主管機關把關市面上所有馬鈴薯生鮮或加工食
品，須標示清楚是否基因改良，讓民眾有選擇的權
利，並確保台灣馬鈴薯業者的商機。

台試射愛國者飛彈攔截天弓飛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軍方昨日試射愛
國者飛彈攔截天弓飛彈，攔截取得成功，有目擊軍迷
稱之「最貴的煙火秀」。
據悉，當日清晨，台軍方在台東發射一枚天弓二型飛
彈作為靶彈，並從屏東九鵬基地發射一枚愛國者二型飛
彈進行實彈攔截，在蘭嶼上空60公里的高空成功攔截。
試射愛國者飛彈攔截天弓飛彈，也吸引不少民眾到
高處觀賞。台東東海岸有軍迷等待 4 天，終於看到飛
彈飛出去的一幕，高呼是「最貴的煙火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