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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節聯誼 台商盼兩岸情勢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灣最高研究機構「中研院」昨日在

台北發表研究報告《台灣經濟競爭與成長策略政策建議》（以下簡稱

《建議》）。《建議》提出，經濟增長轉型、提振投資、帶動薪資增

長，是21世紀以來台灣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台「中研院」院士、經

濟學家王平表示，台灣經濟面臨法規僵化、環保評估難過關和兩岸關係

不穩等三大問題，未來十年台灣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專家：台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研院」報告：經濟面臨兩岸關係不穩等三大問題

20172017年年1010月月66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建議》指出，隨着網絡、物聯網創
新正在改變既有產業規則，需要

嶄新的思維與創新的做法，並有當局的強
力政策扶持，才能維持產業競爭力，以期
促進台灣經濟未來長期的增長。
多位專家學者組成的研究小組歷時一年
多，從台灣現有產業的附加價值、全球競
爭力、產業安全與就業創造、官方組織效
能、人才延攬，以及新興產業等面向深入
探討，完成這份政策建言。

薪資年增率驟降僅剩1%
《建議》指出，當前台灣經濟面臨巨大

挑戰：經濟增長率減速過快，近10年平均
增長率已降至3.82%；名義居民所得也相
對較低，薪資年增長率驟降只剩下1%，
讓800萬勞工對經濟增長完全無感。

台「中研院」院士、經濟學家王平在記
者會上表示，台灣經濟面臨法規僵化、環
保評估難過關和兩岸關係不穩等三大問
題。他擔心，未來十年台灣可能落入「中
等收入陷阱」（指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
等水平後，因未能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
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
現經濟停滯徘徊的狀態）。

法規限制多窒礙投資
他指出，台灣法規限制太多，導致產業

與投資難以彈性發展。同時，環評難過
關，企業設廠困難。此外，民進黨當局的
兩岸政策保守、缺乏彈性，既阻止台灣高
科技企業赴大陸設廠，也防範大陸企業入
台，無視經濟規律。
研究發現，台灣現有產業中，半導體產

業總產值全球第二，對台灣經濟貢獻極
大，然而台灣集成電路（IC）設計、製
造、封裝測試多為中小企業。如果企業
間能結盟合作，並通過當局積極推動產
業政策，將帶動半導體產業向上發展。
台灣的面板產業面臨新技術投資緩慢等
問題，隨着大陸產能崛起，面板業戰局
將日趨白熱化。

王平強調，台灣不要整天擔心大陸競
爭，而要將重點放在自身技術進步上，加
強研發，「水漲船高」，先人一步自然不
擔心被追上。
《建議》提出，島內要檢討強化高等教

育、建構吸引人才的機制和環境、強化產
業軟實力、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建立合理
的環評制度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海基會
昨日在高雄舉辦台商秋節聯誼活動，約
220多名台商出席，與去年相當。與會台
商說，希望當局放寬個人赴大陸投資上
限；也有人建議兩岸關係應往前邁進，有
更多互動。也有台商提到，大陸的底線就
是「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如果不往前，
僵局打不開。
此外，關於這次聯誼活動接近中共第19

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重慶台商協會
榮譽會長黃錦勳受訪時說，預計中共十九
大過後，大陸宏觀經濟政策會更明朗，對
台商應有所助益。

盼台當局放寬個人赴陸投資上限
海峽交流基金會昨日在高雄舉辦「2017
大陸台商秋節座談聯誼活動」綜合座談。
據海基會人員轉述，福建漳州台商協會榮

譽會長李榮福在閉門座談中建議，盼經濟
主管部門投資審議委員會放寬個人赴大陸
投資上限。
經濟主管部門出席官員在會中回應指

出，目前投資上限為500萬美元，主管機
關會慎重處理，並提報跨部會討論。
另外，東莞台商協會榮譽會長葉春榮在

會中向陸委會官員表示，希望兩岸情勢維
持穩定，才能讓台商好好做生意。

關於目前兩岸情勢對台商的影響，黃錦
勳在座談前受訪時說，大陸台商很清楚兩
岸關係，大陸的底線就是「九二共識」，
兩岸關係如果不往前，僵局打不開。
據海基會人員轉述，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

人邱垂正在會中表示，當局的兩岸政策一貫
且明確，兩岸間30年來的互動累積了相當成
果，當局會繼續了解台商面對的問題，並期
待與大陸共同建構兩岸「互動新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以「平等
哲學」為主題的「2017台北設計城市展」
昨日在松山文創園區開展。27件設計案例
展出，涉及與市民息息相關的公園、社區、
景觀、教育等領域，試圖展現「人人設計，
為人設計」的城市設計理念。
由台北市文化局主辦的「台北設計城市

展」已步入第五年，是以社會設計為主的展
覽。主辦方表示，設計的核心精神，是要為
大眾創造更合宜的生活場域。此次展覽系統
地介紹了市民、設計師及當地政府三方共同
參與的具體設計成果，試圖體現讓設計回歸
到以人為本的初衷。
展覽分43個距地面不高的展桌，全場略

顯黯淡的光線下，明亮的展桌如一畝畝小光
田，展現着多方共同參與耕耘的設計成果。
如教育議題展區，一個案例是「給我們一本
教科書，我們給孩子一座美術館」。該設計
由三位交通大學學生發起，發起人之一陳慕
天在歐洲遊歷過程中，有感於台灣美感教育
的缺乏，返台後，創立設計團隊，在呆板的
小學教科書中融入設計元素。

台北設計城市展
回歸以人為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地區
2018年縣市長選戰備受關注。中國國民黨
尋求再起，2018選戰就是重要考量指標，
黨主席吳敦義昨日表示，國民黨2018選戰
幾個主要縣市人選，希望春節前能確定。
吳敦義當天與國民黨中常委當選人座談，

中常委關注選制改革、縣市長選舉等議題。
吳敦義說，2018縣市長選舉，國民黨希望
提名作業愈早完成愈好，幾個主要縣市盼明
年農曆年前能有確定人選。
國民黨1日票選出32位中常委，吳敦義昨

日邀集召開座談會，就選制改革、縣市長提
名等議題聽取中常委意見。國民黨文化傳播
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明賢會後轉述說，中常委
關心未來選制改革和2018年縣市長選舉，
也希望國民黨中央在民生議題上要「接地
氣」，加強新媒體的發揮。

國民黨2018選戰人選
吳敦義望春節前確定

■■台灣台灣「「中研院中研院」」昨日發表研究報告昨日發表研究報告
指出指出，，當前台灣經濟面臨巨大挑戰當前台灣經濟面臨巨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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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率已降至增長率已降至33..8282%%。。圖為台企於圖為台企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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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武漢生態城啟建 樹世界標杆
經近三年規劃設計 突出中外文化融合

秦嶺國家植物園迎客
陝
－
西

黑龍江大米團體標準高於國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

鯤、通訊員 孫克亮 武漢報

道）第四屆中法可持續發展論

壇近日舉行。論壇上消息指，

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法國

前總統奧朗德共同見證並推動

的中法武漢生態示範城項目，

經過近三年的規劃設計，已進

入全面建設階段。法國新任駐

華大使黎想最近在訪問湖北武

漢時表示，中法生態城不僅是

一個重要的中法合作項目，更

要在生態建設方面成為全世界

的標杆。

設內地首家養老資源交易機構
江
－
蘇

秋冬若現空污
一把手將被問責河

－
北

中法武漢生態示範城是兩國政府合作項
目，於2014年3月26日簽署，項目

位於武漢市蔡甸區，核心區面積39平方公
里，拓展面積62平方公里，輻射區120平
方公里。中法雙方簽署合作項目後的三
年，生態城項目城市設計方案由法國夏邦
傑建築設計事務所、蘇伊士諮詢公司、武
漢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間規劃研究中心組
成的聯合體中標。
德勤中國政府與公共事務諮詢服務主管
合夥人馬炯琳上月27日在中法可持續發展
論壇上發佈生態城戰略定位與產業規劃時

表示，生態城將突出中外文化融合、可持
續發展和中法科創產業高地的特色，打造
文化體驗消費、高端國際健康醫療、節能
生態產業、綠色智慧交通、新一代信息技
術和創業服務產業等產業形態。

成立2億基金 引進高端產業
蔡甸區區長、中法生態城管委會第一副

主任彭巧娣透露，蔡甸區已經成立一個2
億元人民幣的產業引導基金，重點引進高
新技術和高端服務業等產業，未來對生態
城內的重大骨幹基建項目和生態環保項目

將優先引進並提供政策優惠和支持。
法國駐華大使黎想上月26日率40多家法

國企業訪問中法生態城。他表示，中法生
態示範城是中法合作的標杆性項目，在這框
架下，中法雙方的工作不僅是投資領域上的
合作，更是技術領域的交流，這也是雙方
領導人在幾年前簽署合作協議時的初衷。

馬克龍訪華 將研生態轉型
黎想續稱，法國政府包括在巴黎的有關

部門非常重視生態城的建設，生態轉型是
今後幾個月裡法國總統馬克龍對華進行訪

問的主要討論議題，推動生態城項目建設
是中法雙方共同的目標。作為生態領域重
要的項目，中法生態城的標杆性也體現在它
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生態建設提供參考。
蔡甸區委書記、中法武漢生態示範城管

委會主任劉子清表示，中法生態城對全球
開放招標，但首先對法企開放，期待更多
的法資企業參與到生態城建設，特別是把
產業項目導入到中法生態城、蔡甸區乃至
武漢市。截至目前，中法生態城已引入14
個總投資額近300億元人民幣的項目，其
中法資項目8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欣欣 哈爾濱報
道）在近日舉行的「2017冰城對話論稻
龍江品牌峰會暨產需對接洽談會」上，
黑龍江省發佈了「黑龍江好糧油」系列
團體標準——黑龍江大米團體標準。此
標準嚴於國家標準，並倡導注重營養、
健康及風味而不鼓勵稻米過度加工的大
米食味值分級評判標準。此標準的食味

值檢測結果顯示，「黑龍江大米」在食
味值方面並不遜於日本月光米、泰國香
米，用實力證明龍江大米品質能夠比肩
世界優質好大米。

標準發佈引領農民種良品
黑龍江肥沃的黑土地孕育出享譽全國的

黑龍江大米，習近平總書記曾在黑龍江省

視察時稱讚「黑龍江大米品質好、口感
好、市場銷路好」。黑龍江省五常、佳
木斯、密山生態基地都擁有大米國家地
理保護標誌，且都處於國家生態示範
區。但其優勢僅體現在水稻上，從農
業、加工企業到市場並沒有顯著優勢，
故從水稻到大米的商品化率不高。黑龍
江大米團體標準的制定，填補了龍江歷

史空白，建立了以產品標準領跑產業發
展的新機制。
標準的發佈，讓農民知道哪些品種是

優質的，可以賣上好價錢，可以推動企
業和農民種好糧，引領農民種植優良的
品種。同時，標準的發佈可以幫助
「黑龍江大米」從東北大米的概念裡
剝離出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
報道）作為目前世界上面積最大、植
被分帶最清晰、最具自然風貌的植物
園，秦嶺國家植物園上月底在陝西西

安周至秦嶺北麓盛大開園。據悉，秦嶺國
家植物園總面積639平方公里，分佈有各
類植物2,400多種及40多種國家珍稀保護
動物。
據悉，秦嶺不僅是中國自然地理的南北

分界線，也是中國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地
區之一，這裡約有種子植物3,839種，其中
獨葉草、太白紅杉等珍稀瀕危植物44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顧大鵬河北
報道）河北省大氣辦最近召開秋冬季

大氣治理新聞通氣會，量化治污任務和治
污效果。河北省大氣負責人稱，被省專項
督察新發現問題超過20個，涉及問題的
縣（市、區）委書記要被問責。
為保障空氣質量監測數據真實可靠，河

北省要求各縣（市、區）政府為轄區內環
境空氣質量監測站安全、規範運行提供必
要保障，防止人為干擾。對非由運維第三
方採取的人為斷電、人工遮擋、堵塞或加
裝過濾裝置、採樣口周邊噴水等方式，干
擾採樣口或周邊局部環境，導致監測數據
失真的，發生1宗、2宗、3宗的，將分別
問責負有領導責任的副縣（市、區）長、
縣（市、區）長和縣（市、區）委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旻南京報
道）內地養老服務市場需求火爆而催
生的「銀髮紅利」，正吸引各路資本
積聚。內地首個養老資源交易機構近

日在江蘇成立，江蘇老齡產業協會會長張
建平表示，率先設立養老資源交易平台，
通過整合、共享和交易，促進各類養老要
素資源充分流動和高效配置，推動養老產
業協同共享發展。
當前，養老產業被視為正進入「黃金時

代」。張建平介紹，江蘇在內地率先開放
養老市場，全省非公辦的養老床位佔比現
已達到57.3%，一批養老服務企業在證交
所上市或掛牌。至2020年，江蘇養老服
務市場將全面放開，鼓勵民營資本通過獨
資、合資、合作、聯營、參股、租賃等方
式，參與公辦養老機構改革，養老服務業
將成為江蘇省重要的經濟增長極。

■法國駐華大使黎想（右二）訪問中法武漢生態示範城。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攝

■■中法武漢生態城中法武漢生態城
效果圖效果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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