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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旺報》及中通社
報道，國台辦2 月28 日發佈31 項具體惠台措
施，包括台商可參與國企混改、「中國製造
2025」優惠、基礎建設、政府採購、「一帶
一路」等 12 項與陸企同等待遇利基。工商界

台商獲同等待遇 分羹國有經濟

和學者認為，此次開放內容，可望助台商打
入最主要的國有經濟體系。

措施享 內受 容稅 還收 包優 括惠 政， 策台 資、 企參 業與 可大

陸重點研發計劃項目， 以 及 明 確
台商用地、向內陸轉移、農業企
業 可享受的優惠政策，並支持兩
岸在小額支付、徵信服務、銀團
貸款深化合作等。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
劉孟俊分析，就開放和鼓勵參與國
企混改、政府採購、基礎建設等來
看，將是台商參與大陸國有經濟利
基。他說，隨大陸內需興起，過去
台商最大的困難就是跟政府採購沾
不上邊，但國有經濟卻佔大陸企業
很大比例，並多被國企把持，無法
參與就難在市場中施展拳腳。

藉台商優勢拓市場 達兩岸互補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說，大
陸一直希望能吸引有規模的台商、
優秀的人才和青年開創新機遇，在
參與國企混改方面，除提供台商市
場利基外，也有借助台商國際化優
勢，開拓海外市場，達成兩岸互補
的意味。
林伯豐說，台灣地區的投資環境
對企業並不友善，當局應審慎思考
把台商趕到海外，對台灣將來資本
市場的影響，例如近期台灣勞動事
務主管部門進行的勞檢，就應「合
情合理」，而不是把企業當作敵
人。
他說，美國、大陸均持續對企業
投資開出優惠政策，吸引着重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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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與國企混改政府採購基建等 12 項

化佈局的台商。
劉孟俊還說，目前陸方有單方面
把港澳台企業「畫為一塊」，並逐
步將台商視為本土民營企業的跡
象，另隨未來逐步擴大開放，預估
除深化對台同等待遇外，也將對外
資更為開放。

台青「用腳投票」 料掀赴陸潮
此次惠台措施提及，台灣地區從
事民間交流的機構，可申請「兩岸
交流基金專案」。大陸全國台企聯
榮譽會長丁鯤華指出，這是歷年來
所沒有的，儘管不確定基金的金額
多少，但這意味着台灣許多從事兩
岸交流的社團，包括學術、宗教、
文化等，都可申請，將更有助於兩
岸交流。
北京大學台籍博士生郭翰指
出，此次在職業資格考試上開放
廣泛，訊息公佈後就有同儕好友
向他打聽，預料將會吸引一波台
青赴陸發展潮，將更會「用腳投
票」。
有學者亦感慨，這次開放台灣專
業人才申請國家級的「千人計
劃」、「萬人計劃」，對蔡英文當
局來說是雪上加霜，因為對很多高
端人才而言，待遇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要看這個平台能否發揮自己的
深度與廣度。市場規模加未來展
望，兩岸對比清清楚楚，若不善用
大陸互補優勢，對台灣來說很可
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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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善意，感覺很溫暖」
「感受到善意，感覺很
溫暖。」來自台南的林承
鐸 1998 年來到北京求學，
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金融風險管理學科
副教授、中法學院（江蘇蘇州校區）經濟系主
任，新實施的多項措施與他息息相關。
林承鐸說，一開始覺得畢業後只能去台資企
業工作，從沒想到能在大陸的事業單位任職。
近年來惠台措施更加深入，他也得以進入大陸
一流高校服務。但由於許多措施尚未明確，一
些單位採取特事特辦方式來辦理相關手續，雖
然可以解決台灣人才的就業問題，但可能會影
響後期晉升。

&

此次發佈的新措施向台灣同胞開放了 134 項
國家職業資格考試，台灣同胞也可申請「千人
計劃」、「萬人計劃」和各類基金項目。林承
鐸指出，能參與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各類項目申
請，對他未來的職稱評定有助益，這也意味着
台灣人才在大陸工作有了激勵機制，能鼓勵他
們充分發揮所長。同時也向大陸的用人單位傳
達一個重要訊息，即符合條件的台灣人才可以
用、可以栽培。

新措貼近台胞需求
林承鐸感嘆，新措施可謂越來越貼近台灣民
眾的核心需求。

美通過涉台法案 中方提嚴正交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美國聯邦參議院當地時間 2 月 28 日通過所
謂「推動美國和台灣各級訪問」的「與台
灣交往法案」。該法案下一步將提交美國
總統特朗普，一旦獲得簽署將有望成為正
式法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對美參議院通過
有關涉台議案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並已
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專家警告，該法案嚴重挑戰「一中」紅
線，未來若「台美」高級別官員「互
訪」，勢必釀成高烈度的危機。

企圖解禁「受限」官員「互訪」
據海外網引述台媒報道，美國參議院外
交關係委員會於 2 月 7 日無異議通過「與
台灣交往法案」，讓法案順利進入全院
投票階段，「與台灣交往法案」2 月 28 日
是在與其他提案共同包裝下，於參院無

異議過關，該法案提議人之一參議員魯
比歐辦公室同日晚間證實此事。
自 1979 年「台美斷交」以來，台灣地
區的領導人、外事主管部門負責人、防務
主管部門負責人至今都無法「訪問」華盛
頓，而美國派官員赴台，也會避開敏感的
防務主管部門，多以商務、教育事務部門
之間的交流為主。「與台灣交往法案」就
是企圖對這種「受限的」高層級官員「互
訪」進行解禁。
據了解，2001 年，美國國務院公佈的
對台交往相關細則，設有六項禁令，其
中就包括「辦公室主任以上的國防部和
國務院官員不得以官方身份前往台灣」
一條。而參與提出「與台灣交往法案」
的美國眾議員夏波特則就此公開叫囂，
美國自我設限「台美」高層官員「互
訪」是「侮辱」。
針對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與台灣交

往法案」一事，華春瑩昨日在記者會上
指出，「與台灣交往法案」的有關條款
儘管沒有法律約束力，但它嚴重違反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向美
方提出嚴正交涉。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
關係的政治基礎。我們敦促美方信守奉
行一個中國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
公報原則的承諾，停止美台官方往來
和提升實質關係，慎重、妥善處理涉
台問題，以免給中美關係造成嚴重干
擾和損害。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
所所長朱松嶺向媒體表示，如果美國繼續
對台灣方面釋放錯誤的信號，很有可能讓
台海重回不穩定的局面，這也可能使得大
陸不得不改變國家統一的手段，加快國家
統一的進程。畢竟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
利益。

就讀於北京大學國
際關係學院的台生許
晉銘注意到，未來大
■林承鐸
網上圖片
陸各類人事人才網站
和企業線上招聘將支持使用台胞證註冊登錄。
他認為，這雖看似一個小舉動，卻為台灣民眾
在大陸找工作提供了實在便利。
讓即將博士畢業的許晉銘最為高興的是，新
措施「鼓勵台灣教師來大陸高校任教，其在台
灣取得的學術成果可納入工作評價體系。」他
說，大陸高校正處於上升階段，期望畢業後能
夠找到一份教職，作為台籍教師繼續為兩岸交
流多做實事。
■中新社

九旬翁苦等 70 載 與親妹在陸團圓
散，之後輾轉前往台灣。
直到 2015 年，妻子離世後，趙東發尋親
的念頭再次湧上心頭。那一年，老人在女兒
女婿陪同下來到上海，但苦於歲月變遷、物
是人非，他們並沒有找到有用的線索。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海峽兩岸，血脈
相連。九旬台灣
老人趙東發離開
大 陸 故 土 70 年
■趙東發 網上圖片 後 ， 幾 經 尋 親 ，
骨肉團圓的夙願
終於得償。前日，從台灣地區飛抵大陸的趙
東發與居住在江蘇蘇州的妹妹久別重逢，兄
妹倆緊緊相牽的手，久久不願放開。
當日早上，年邁的趙東發在女兒女婿陪
伴下，從台灣桃園機場啟程，飛往大陸。幾
小時後，老人就要與分別 70 年的親人團
聚。為了這一重要日子，趙東發特意穿上西
裝，精神格外矍鑠。「這一天我苦苦等了
70年。」他說。
趙東發祖籍上海，後因躲避戰亂，於上
世紀 40 年代中期，隨父母姐妹遷居蘇州。
但在之後的顛沛流離中，趙東發與家人失

月前大妹不幸過世留遺憾
今年 1 月，李仕偉在網絡上發佈尋親啟
示，為岳父尋找大陸親人。這一次，奇跡出
現了。在熱心人幫助下，趙東發聯繫上了遠
在大陸的親人。此時，只剩下他的兩個妹妹
健在，分別是 86 歲大妹趙趣英和 70 歲小妹
趙月妹。他們約定於前日在大陸團圓，遺憾
的是，一個多月前，趙趣英老人不幸過世。
前日下午 2 時許，飛機降落上海浦東機
場。70 年後再聚首，趙月妹亦激動不已。
當年趙東發離開蘇州時，趙月妹還很小，對
於哥哥的記憶大多來自父母和其他兄姊轉
述。「太開心了！期待了大半生的重逢，來
之不易！」趙東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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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紫祥盃）青年男子籃球賽圓滿舉行
響應世界中學生運動會 發動青年運動員參與
是次籃球賽共邀請了晉江市八個縣鎮派出代表隊參
2020 年在晉江市舉
第十八屆世界中學生運動會將於
行，中國政府決定採取認真履行國際中體聯相關 賽，分別有青華老協、陳埭鎮、磁灶鎮、金井鎮等八支

■中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劉文迪，代表公司頒發獎金給冠軍隊。

規定，共同為世界中學生體育運動會的發展做出更大貢
獻。另外，晉江市又獲得 2019-2025 年連續四屆國際大
體聯世界盃舉辦權，該系列賽事將與 2020 年世界中學
生運動會一起有力助推晉江體育城市建設步伐。
中道集團董事長莊紫祥對家鄉晉江被選為主辦城市深
感驕傲與光榮，而為支持此項盛事並發動青年運動員積
極參與，因此於今年 2 月 18 日至 22 日，一連五天在晉
江市舉行了迎新春（紫祥盃）青年男子籃球賽，活動由
中道集團旗下的中付支付科技有限公司獨家贊助。

浙聯會與浙政聯聯合新春團拜

來對中聯辦和地區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幫
助，為香港注入了很多正能量，是一股非
常重要的力量。他相信在各位理事的努力
下，定會將會務工作再上一個台階。
浙聯會會長詹耀良回顧和總結了過去一
年來的會務工作，並對各位理事和浙江籍
在港鄉親們一年的努力付出表示肯定和感
謝。他說，今年是浙聯會創會 20 周年的大
日子，希望鄉親們能夠繼續努力，在立法
會補選中支持愛國愛港的候選人，又透露
在今年 7 月將會組織 1,000 人香港青年團赴
浙江交流，實現兩地青年零距離互動。
浙政聯會長李德麟致謝辭時表示，浙聯
會和浙政聯都有非常好的向心力，感謝各
級領導的支持，和各級委員、鄉賢們對浙
政聯愛國愛港事業的認同。

■比賽現場

青年義工支持香港足球隊

■首長嘉賓祝酒

■首長嘉賓合照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義工
團、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青年義工團、香港義工
聯盟青年義工團、家庭
團 聚 會 義工團、自由人
足球會、香港文藝社區
義工團等義工們，於農
曆新年假期，齊發起到
香港大球場支持香港足
球隊，為香港加油打氣，發放正能量。
亞洲聯賽冠軍盃分組賽、港超聯代表
傑志迎戰韓職勁旅全北汽車等精彩賽事
吸引了大批球迷。雖然球賽傑志落敗，
但青年義工們認為香港精神就是永不放
棄的拼搏精神，是沒有贏輸之分，只要
保持着這種精神，就能夠衝出香港，走

義
■工們為香港足球隊加油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與香港浙江政
協委員聯誼會，日前在浙江軒舉辦 2018 年
新春團拜會。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協調部
部長沈沖、社聯部副部長黎寶忠，浙江省
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兼浙江省政協秘書長
金長征、處長李小平等出席。場內高朋滿
座，兩會首長及嘉賓200多人匯聚一堂，暢
敘友情，笑語滿堂，充滿祥和歡樂氣氛。
何靖致辭時表達了三「意」
。首先是「心
意」
，他代表中聯辦向大家送上新年祝福；
二是「敬意」
，在歷任會長的帶領下，浙聯
會打下了很好的基礎，而李德麟和詹耀良
會長更是將浙聯會帶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浙聯會雖然創會時間不長，但發展迅速，
是每個社團值得學習的榜樣，值得敬佩。
最後，他表達了「謝意」
，感謝浙聯會多年

代表隊。球賽最終由陳埭鎮代表隊奪得冠軍，青華老協
代表隊及磁灶鎮代表隊分別獲得第二、三名。首四名獲
獎代表隊分別獲得獎金 2 萬元（人民幣，下同）、1 萬
元、8,000元及6,000元，另各得獎盃一座，其他參賽隊
伍亦各得3,000元。
據悉，是次活動的籌委會由一眾鄉親精英組成，動用
近百名鄉親義工共同參與，雖然天不做美，在最後的決
賽日全天下雨，但籌委會的應變能力未受影響，立即將
賽事移師至室內運動場，順利完成整場賽事。

向世界，贏得掌聲，創造好成績。
青年義工們還興高采烈地計劃下次
的睇波活動，繼續為香港加油、打氣。
據悉，來自不同義工團隊共 200 個青年
人，除平日相約一起做義工外，亦愛運
動，不時組織友誼球賽，切磋交流，更
會一起觀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