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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內地3億人逾60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符合條件的港澳企業昨日起在珠海可

享受到由政府向專業機構購買的法律服務。由珠海市司法局與橫琴新區

管委會共同籌建的法律服務創新項目——橫琴新區港澳中小企業法律服

務中心昨日正式掛牌運行。

■調查報告料2025年，內地逾60歲人口將達到
3億人，成為超老年型國家。圖為河北養老中心
醫護人員幫助老人進行手部靈活性訓練。新華社

港企橫琴可享「一站式」法律服務
專設機構昨掛牌 打造趨同港澳法治環境

橫琴新區港澳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是
內地首家面向港澳中小企業提供法律

服務的專業機構，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形
式，由首家內地港澳聯營律師事務所——
中銀—力圖—方氏（橫琴）聯營律師事務
所進行綜合運營。

由政府向專業機構購買服務
該中心以為港澳企業提供專業法律服務
為定位，以打造趨同港澳的法治環境、接
軌國際化營商環境為目標，為符合條件的
港澳企業提供註冊諮詢、地方優惠政策指
引、法律法規解讀、協助雙方貿易合同談
判、線上線下多端口全方位對接服務等功

能，為港澳資背景企業提供「窗口化、一
站式、綜合性、全互動」服務。目前，中
心服務窗口設置在橫琴新區行政服務中心
大廳內。
珠海市司法局局長李秉勇表示，下一步

該局聯手橫琴，將以港澳中小企業法律服
務中心為起點，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建
設法律服務工作和粵港澳法律服務交流合
作，努力探索出一條以優質法律服務，促
進橫琴自貿片區經濟建設與港澳企業合作
發展的嶄新模式。

為經濟發展做好配套服務
同時將充分整合優質律師資源，創新企

業法律顧問和公司法律服務的內容與形
式，為企業發展提供法律幫助；擴大法律
服務的輻射力，更好滿足民眾對多層次、
多領域、個性化、體現公平正義價值的公
共法律服務的需求。

「橫琴新區將在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繼續
努力。」橫琴新區黨委副書記李偉輝表
示，橫琴將打造全方位、多平台、寬領域
的線上線下公共法律服務平台，為該區的
經濟發展做好配套對接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
日前發佈的《中國健康城市建設研究報
告（2017）》指出，人口老齡化是21世
紀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國情。預計
到2025年，內地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3
億人，成為超老年型國家。中國的人口
老齡化與工業化、城鎮化相伴隨，超前
於現代化，呈現出「未富先老」、「未
備先老」的特點。

將成超老年型國家
《中國健康城市建設研究報告

（2017）》是北京市社科規劃辦於今年
9月立項的社科基金研究基地重點項目。

報告稱，中國於1999年開始逐步進入老
齡化社會。受社會人口構成和生育等因
素影響，2010年至2040年的30年是中
國人口老齡化高速增長期，中國將會成
為世界上老年人口絕對量最多的國家。
據統計，中國2015年60歲及以上人口已
達到2.22億人，佔總人口的16.20%。預
計到2020年，老年人口達到2.48億人，
老齡化水平達到17.20%，其中80歲以上
老年人口將達到3,067萬人。2025年，
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3億人，成為超老
年型國家。考慮到20世紀70年代末計劃
生育工作力度逐步加大和到1985年進入
全面計劃生育調控期等因素，預計到

2040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達到頂峰，
之後人口老齡化進程漸次進入減速期。
報告指出，人口結構變化對社會經濟

發展、居民生活方式、健康與疾病流行
模式均會帶來顯著影響。中國的人口老
齡化與工業化、城鎮化相伴隨，超前於
現代化，呈現出「未富先老」、「未備
先老」的特點。在內地超過2億人的老
年人口中，近1.5億人為慢性病患者，且
多為多病共存，有3,750萬人為失能老
人，他們生活不能自理或部分不能自
理。由此帶來的養老與衛生服務巨大需
求，成為政府和衛生、福利、社會服務
等部門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
被稱為「國考」的2018年度國家公務員考
試報名工作昨日落下帷幕，超百萬人通過審
核。相關機構統計顯示，截至昨日下午3
時，共有2,495人報考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國
際合作部聯絡處「主任科員及以下」一職，
使其成為2018年「國考」最難考的職位。
據2018年「國考」的招考計劃，此次

「國考」共計劃招錄2.8萬餘人，招錄規模
創歷史新高。此次「國考」招錄更加注重基
層用人導向，從職位分佈來看，招錄計劃
中，超八成招錄名額分佈在縣(區)級及以下。
在此次招錄的2.8萬餘人中，國稅系統計

劃招錄人數高達17,701人，佔比最高。其
中，廣東省國稅局、山東省國稅局、四川省
國稅局的計劃招錄人數均在千人以上。
從學歷要求來看，統計顯示，今年「國

考」本科學歷可報職位為14,426個，佔總職
位的87.25%，佔據大部分職位的學歷要
求；碩士學歷可報職位為11,425個，佔總職
位的69.10%。僅限碩士學歷報考的職位有
437個，僅限博士學歷報考的職位有17個。

逾百萬人報「國考」
近2500人爭最難一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財政
部、教育部近日聯合印發《台灣學生獎學金
管理辦法》和《港澳及華僑學生獎學金管理
辦法》。據介紹，台灣學生獎學金包括本專
科學生獎學金、碩士研究生獎學金以及博士
研究生獎學金，各分為特等、一等、二等及
三等獎四個級別。每生每學年的獎學金從4
千元至3萬元人民幣（約合港幣4,717元至
35,376元）不等。
財政部官網昨日公佈的《台灣學生獎學金

管理辦法》指出，該獎學金資金來源於中央
財政，按學年申請和評審，每年10月開始
受理申請，當年12月10日前評審完畢。

港澳台僑生獎學金
每學年最高逾3萬

■■內地首家內地首家「「港澳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港澳中小企業法律服務中心」」在在珠海橫琴自貿區掛牌珠海橫琴自貿區掛牌。。香港文匯報珠海傳真香港文匯報珠海傳真

台創台創客讚大陸：好點子市場無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中共中央台辦、國台辦副主任劉

結一昨日表示，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中，是推

進兩岸關係向前發展的關鍵，這是繞不開的。不能破壞這個政治基礎，破

壞基礎就是破壞兩岸關係。被問到任內是否打算去台灣看一看，劉結一回

答說：「台灣是祖國的美麗寶島，那裡的同胞熱情友好。作為中國人，我

願意到祖國的每一寸土地去看看。」

劉結一：台灣是祖國的美麗寶島
出席武漢台灣周晤洪秀柱 強調承認「九二共識」認同一中是兩岸發展關鍵

由國台辦、湖北省政府和武漢市政府共
同主辦的第十四屆「湖北．武漢台灣

周」昨日開幕。上千位兩岸人士歡聚一堂，
共話「擴大交流、開放共享、融合發展」。

為人民利益反對「台獨」
劉結一致辭說，要全面貫徹中共十九大確
定的對台方針政策和工作部署，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新形
勢下推動兩岸關係不斷向前發展，需要兩岸
同胞共同努力。必須堅持「和平統一、一國
兩制」方針，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前景；必須
堅定不移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
識」，毫不妥協地與「台獨」分裂活動作鬥
爭；必須繼續深化兩岸經濟交流合作，不斷
增進兩岸同胞親情福祉；必須繼續弘揚中華

文化，強化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
這是劉結一履新以來首次出席兩岸重要

交流活動。有記者問，如何看待台灣當局
提出所謂「兩岸互動新模式」？劉結一回
應說：「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是一個中國原
則，堅持『九二共識』是關鍵。我們願意推
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希望兩岸同胞為此作
出共同努力，這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大義和根
本利益所在。只要堅持『九二共識』，認同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我們同任何政黨、任何
人交往就沒有問題，可以共同探討如何推進
兩岸關係發展、如何解決台灣同胞的問題等
等，這是非常清楚的。」
他指出，堅決反對任何「台獨」分裂活動
是為廣大台灣同胞謀福祉，為中華民族推進
實現偉大復興事業謀利益。「我們反對形形

色色『台獨』分裂活動，是從中國全體人民
利益出發，其中當然包括台灣同胞」。
劉結一表示，兩岸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

兩岸人民共同努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奮鬥，這是兩岸命運共同體的最好體現。
儘管兩岸尚未實現統一，但兩岸同屬一個中
國，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這個基本點從

未發生變化，也不會發生任何變化。
他還應詢說，青年交流是兩岸交流重要組

成部分。青年思想活躍、蓬勃向上，青年交
流為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為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注入更多活力。「我們非常重視這項工
作，將不斷推出更多政策措施為此創造條
件」。

洪：分裂主張得不到認同
中國國民黨前主席、中華青雁和平教育基

金會董事長洪秀柱表示，期盼「湖北．武漢
台灣周」為兩岸民間交流建立新典範，為前
來築夢的台商、台青提供更有利條件和更便
利的學習生活環境，為兩岸人民創造雙贏，
為兩岸融合奠定更厚實基礎。
洪秀柱說，任何傷害兩岸人民利益福祉、

背離歷史文化及違逆時勢所趨的分裂主張，
必然經不起時代的考驗，也得不到兩岸人民
的認同，只能淪為歷史中的灰燼。
另外，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透露，擬在3

年內引進千餘台青到湖北創業就業。

今年大陸惠台措施
■ 發佈20條擴大開放措施，進一步支

持台資企業投資大陸；

■ 建立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鼓勵台資

企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

■ 推動「台商走電商」，幫助台資企業

拓展內銷市場；

■ 為在大陸學習的台生增設具有較高榮

譽性質的獎學金；

■ 放寬台胞在大陸事業單位的就業地

域；

■開放在陸工作的台灣研究人員申請國

家社科基金；

■公佈擴大取得大陸律師執業資格的台

灣居民執業範圍的措施。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整理

第八屆海峽兩岸機械產業博覽
會8日在福建龍岩開幕，同日亦舉

行了2017海峽兩岸青年文創產品交流展，承接了金
磚廈門會晤部分國禮設計、製作的台灣肯茂文創設計
企業有限公司是協辦單位之一。來自台灣的邱靖婷
把在大陸具有非常特殊歷史意義的『古田會議』會址
作為茶葉禮盒「茶經之道」設計的主題，融合了毛澤
東畫像、福字和雙喜，以及當年紅軍與當地老百姓的
「軍民魚水情」。她認為，一個好的創意、好產品也
能成為好的收藏品；在大陸，一個好點子，可以得到
無限放大的可能。
肯茂公司業務經理林惠如透露，金磚廈門會晤上習

近平主席贈送給普京總統的「神武大將軍」國禮禮盒
及相關禮品，均出自肯茂公司設計、製作。此次將設

計團隊帶到了福建龍岩，希望把閩西的元素融入到設
計裡面，讓每個產品都有故事和生命。
她說，大陸的設計依然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間，大陸

市場已佔公司所接的設計項目一半的份額，內需市場非
常龐大。他們認為，若好的設計創意在台是0到1的變
化，那麼台灣好的創意到大陸就是1到100的飛躍。

大陸充滿機會和市場
展會上，來自台灣樹德科技大學助理校長洪春棋

說，學校經常把學生帶到大陸來參觀走訪，交流創
意，也設計出好的作品。他認為，大陸市場很大，機
會很多，希望有更多的台灣青年人來走走看看，也可
藉機讓台灣青年人反思台灣的未來在哪裡。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龍岩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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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據中通社報
道，台鐵車廂去
年7月發生人為
爆炸案，造成25
人受傷，台灣地
區最高法院昨日

判處攜帶炸彈上車的55歲男子林英
昌30年4個月徒刑，全案定讞。
去年7月7日，因求職不順且患癌

的林英昌，攜帶自製爆裂物自南投
北上，於板橋火車站改搭台鐵1258
次北上區間車前往基隆，當列車即
將進入松山站之際引爆爆裂物，造
成包括一名兒童、6名少年在內的

25人受傷，並毀損台鐵車廂。
台灣地區高等法院二審依非法

製造爆裂物罪，判處林英昌10年6
月徒刑，併科罰金 30萬元新台
幣，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殺人未
遂等罪部分，判處19年10月，合
併執行29年10月。
林英昌辯稱引爆只為自殺、無殺

人意圖，還辯稱罹患憂鬱症，請求
減刑。一審委託亞東醫院精神鑑定，
認定林男犯案時精神狀況正常。
上訴後，台灣地區最高法院就非

法製造爆裂物罪部分，駁回檢察官與
林英昌的上訴，就殺人未遂罪部分撤
銷改判，但刑度相同，全案確定。

台鐵爆炸案疑犯判囚30年4月

■■林英昌林英昌
中央社中央社

■■洪春棋 香港文匯報洪春棋 香港文匯報
記者蔣煌基記者蔣煌基攝攝

■上圖為林惠
如，左圖為邱
靖婷（左）。

香港文匯報
記者蔣煌基攝

■■劉結一出席第十四屆劉結一出席第十四屆
湖北湖北．．武漢台灣周開幕武漢台灣周開幕
並致辭並致辭。。 中新社中新社

■■洪秀柱期待兩岸關係能洪秀柱期待兩岸關係能
夠夠「「峰迴路轉峰迴路轉」。」。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攝攝

小啟
因版面安排關係，「神州大地」今日

暫停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