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2018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今日在

福建廈門登場。此次峰會以「融合新舉措 共享新商機」為主題，有數百名台商參

會。峰會除既定的「資訊、通訊產業」、「能源及環保節能產業」等7個產業合作

推動小組外，亦新增「智能製造及裝備產業合作推動小組」。台灣中國文化大學

教授龐建國分析認為，隨着「九合一」選舉結束，台灣大部分縣市「綠地變藍

天」，兩岸城市互動交流可期，這將不止繼續深化兩岸產業合作，亦將進一步

加強兩岸智能製造產業方面合作。

兩岸企業家峰會研智能合作
新增「智能製造及裝備產業」小組 專家：兩岸城市交流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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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企業家峰會被定位為民間最高級的
經貿交流平台，於2013年創辦至今已

是第6屆，自2013年起每年輪流在南京、台
灣舉行年會，前年則分別在金門、廈門舉
行，開幕式在金門，活動及閉幕式在廈門，
今年再次回到廈門舉辦。此次峰會亦是大陸
方面新任理事長、前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上
任後首度舉辦。今年峰會大陸方面換屆時，
郭金龍接替國務院前副總理曾培炎，成為大
陸方面理事長，國家發改委前主任張平則接
任峰會副理事長。
按照會議公開議程，4日上午，中央領導
人在峰會召開前會見兩岸部分與會嘉賓，
並發表重要講話。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
台辦主任劉結一亦出席峰會。峰會台灣方
面理事長蕭萬長與郭金龍、福建省委書記

于偉國分別致辭。台商郭台銘將就中美貿
易戰背景下台商的挑戰與機遇發表專題演
講。

兩岸官方關係仍冰凍
龐建國指，雖然經「九合一」選舉後，台
灣大部分縣市「綠地變藍天」，但民進黨依
然把持台灣政壇，且蔡當局近來嚴審大陸具
有「黨政軍」背景人士赴台，兩岸官方關係
持續冰凍。據悉，原本兩岸依照前年「金廈
兩門對開」方式舉辦峰會的默契被打破，此
屆峰會僅在廈門舉行。
據峰會官網公佈，峰會設立的「綜合合作

交流」、「資訊、通信產業」、「能源及環保
節能產業」、「金融產業」、「中小企業
合作及青年創業」、「生物科技與健康照

護產業」、「現代服務業及文化創意產
業」及「智能製造及裝備產業」等8個產
業合作推動小組將利用此次年會場合，針
對各項重要的產業議題進行深度會談。
「綜合合作交流小組」將聚焦在中美貿易
摩擦下的兩岸經貿合作，「資訊、通訊產
業小組」將討論5G應用及產業創新，同時
也將討論標準與產業合作生態共建議題。
廈門台商協會會長吳家瑩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很榮幸作為陸方廈門
地區為數不多的代表之一參加在廈門舉辦
的兩岸企業家峰會。「期待這次峰會兩岸
企業家就如何將兩岸經濟推向更高的發展
合作層面，使兩岸產業優勢互補，兩岸經
濟共同繁榮，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作出重要貢獻進行廣
泛深入探討，並達成更多富有成效的合
作。」吳家瑩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
花 福州報道）兩岸企業家峰
會年會4日至5日在福建廈門
召開，這是台灣「九合一」選舉
之後兩岸首個重要大型交流活
動。由於當選台灣高雄市長的
韓國瑜曾表態參加，後又以身
體抱恙之由放棄，越發引起外
界關注。在此次「九合一」選舉
民進黨慘敗，國民黨拿下15個
縣市的背景下，外界關注此次
兩岸企業家峰會或可管窺兩岸
關係是否從地方回溫、解凍。
台灣學者則呼籲，兩岸企業家
峰會是台灣縣市拚經濟的開
始，建議大陸南部各城市與台
灣南部各城市展開合作；例如
高雄與廈門舉辦雙城論壇，互
惠互利共建雙贏。

高雄藉兩岸合作恢復經濟
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

輝表示，兩岸之間的和平紅利
基礎在於「九二共識」，韓國
瑜認同「九二共識」的政見引
發此次選舉獲勝。謝明輝分析
指，因為有韓國瑜「九二共
識」這一堅強的政治基礎，兩
岸就可以發展經濟合作。他
稱，高雄可以借助深圳或廈門
在產業與高科技等領域的合
作，助推高雄港口經濟及其他
產業經濟發展，恢復高雄第三
大港的地位。
台灣學者陳育霖則表示，高

雄與廈門合作，兩地融合發展
會迅速升溫。首先兩地地緣相
近、血緣相親，廈門長期以來
就是台商聚集地，同時也是台
灣農漁產品的主要集散地；廈

門近年來無論是產業還是科技與人才方
面，都處在大陸沿海城市的上升位置，特
別是去年金磚廈門會晤之後，廈門的城市
競爭力增強明顯。此外，廈門與金門已形
成了穩固的一小時經濟生活圈，高雄與廈
門合作，也會再次促進金門的發展。
台灣孫文學院南院院長汪明生則表示，

兩周前的選舉翻開了高雄的新一頁，台灣
南部應該與大陸南部各城市進行寬面合
作，「如今高雄已翻轉，不只是要做全台
首富，亦可藉兩岸『南南合作』，作為兩岸
經社融合的示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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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國
民黨籍高雄市長當選人韓國瑜3日在國
民黨高雄市黨部領取當選證書，並公佈
首波執政團隊名單，未來3名高雄市副
市長之一為台灣交通部門前負責人葉匡
時，前高雄市議員林國權擔任少數民族
事務委員會主委，高雄在地客家人、韓

國瑜競選時擔任「義勇軍護衛隊指揮
官」的黃永卿接客家事務委員會主委，
台灣六福集團公關協理王淺秋任新聞局
長。
韓國瑜表示，葉匡時已經首肯，會在

明年春節後報到。
另外，前市長陳菊團隊成員是否會有

留任，韓國瑜透露，現任市府官員一定
有留任，但最重要是有熱情，且不能有
太強烈的意識形態。至於媒體報道有黨
政高層安排市府團隊人選，韓國瑜強調
絕無此事，所有人選都是他親自面談，
不會接受黨政高層安排的人選，高雄市
政府團隊必須對市民負責。

韓國瑜：葉匡時將任高雄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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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 3
日公佈葉匡
時將任高雄
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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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甘肅敦煌研究院、上海交通大
學、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
會、上海交通大學文化發展基金聯
合發起的文化公益項目——第二期
「敦煌文化守望者」，正在全球範
圍內招募志願者。最終入選的10
位志願者，將在明年5月1日前往
敦煌，培訓上崗成為「莫高窟講解
員」，進行為期40天的「敦煌文
化守望者」志願活動。

專業培訓 創新文化保護
「敦煌文化守望者」旨在通過專
業化培訓，實現莫高窟需求與文化
志願者能力的精準匹配，進而推動
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播與創新。今
年5月，已有10名志願者參與到首
期 「敦煌文化守望者」 項目中，
以 「洞窟講解員」身份上崗莫高
窟，其中包含青年先銳設計師、知
名策展人、外企高管、退休教師、
學生等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第二期
「敦煌文化守望者」項目，得到了
中國銀行（香港）私人銀行的大力
支持。本月7日前，香港地區居民
發送郵件至「敦煌文化守望者」項
目組郵箱，即可參與報名。

全程免費 提供交通食宿
據悉，「敦煌文化守望者」不向

志願者收取任何費用，香港地區志
願者在項目期間產生的單次香港往
返敦煌機票費、敦煌市內大巴交通
費、食宿費、培訓費、數據費等均
由項目主辦方承擔。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上海報道

■第一期「敦煌文化守望者」志願活動。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敦
煌
招
募
「
守
望
者
」
香
港
市
民
可
報
名

「佛系」「杠精」入選「退群」「店小二」舊詞有新義
昨日，內地雜誌《咬文嚼字》編輯部公佈了2018年十大流行

語，命運共同體、錦鯉、店小二、教科書式、官宣、確認過眼

神、退群、佛系、巨嬰、槓精入選。《咬文嚼字》主編黃安靖

介紹，從去年開始，編輯部明顯發現流行語火爆程度呈下降趨

勢，今年入選的大部分流行語都是在局部範圍內流行，比如微

信、微博範圍內等等。 ■澎湃新聞

與香港以粵語和英語為主創造網絡語言不同，內地的熱詞則多是來自微
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上活躍的議題。至於為什麼今年的流行語多在小

範圍流行？《咬文嚼字》編輯部分析了三方面原因。

突發公共事件熱詞減少
首先是交流工具的變化。前幾年大家都用微博，微博是開放性平
台，大家都可以發言，能充分發揮網民的語言智慧。這幾年微信流
行，微信是相對封閉性平台，大部分是熟人社交，難免有顧慮，所
以語言上受限。
其次，社會治理體系相對完善，突發公共事件相對減少，對突

發公共事件的應對也相對成熟。如「躲貓貓」「反正我信了」
「釣魚」等源於社會公共事件的語詞相對減少。
再次，網民越來越成熟，發言越來越理性，文明度也在不

斷提高。如「屌絲」之類的非理性、不文明的語詞，也在不
斷減少。

評選兼顧語言社會價值
據黃安靖介紹，《咬文嚼字》十大流行語的評選有兩
大原則。
從語言學價值來看，「官宣」「槓精」「佛系」，都

是漢語中的新結構；「退群」「巨嬰」「錦鯉」「店
小二」雖然是舊詞，但其流行語義是嶄新的。如「店
小二」原指舊時茶樓夥計，現在則含有「服務周
到」的意味。浙江主要領導人曾提倡，政府部門、
領導幹部發揚「店小二」精神，做服務企業、服務
基層的「店小二」，便逐漸演化出新義，指推進
經濟發展、為企業提供周到服務的政府部門及領
導幹部；「確認過眼神」「教科書
式」則都是漢語中的嶄新用法。
從社會學價值來看，「退群」的
流行，說明民眾對國際重大事件的
關注；「錦鯉」的流行，反映了新
時代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巨
嬰」「槓精」的流行，反映了民眾
的正確價值觀，對負面事件，對不
理性行為的反思與批判。

2018年十大流行語
一、命運共同體：即在相同條件下結成的命運攸關的集

體，源自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指全人類
都生活在同一地球上，同處於一個利益攸關的集體
中，各國要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
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十八大以來，習
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國內國際場合提出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自此成為全球「熱詞」。

二、錦鯉：在小概率事件中運氣極佳的人。

三、店小二：指推進經濟發展、為企業提供周到服務的政
府部門及領導幹部。

四、教科書式：指某事做得非常標準、規範。

五、官宣：指「官方宣佈」，強調權威性、可靠性。

六、確認過眼神：出自台灣歌手林俊傑《醉赤壁》裡的一
句歌詞： 「確認過眼神，我遇上對的人。」用來表示
「確認過」、「甄別過」的意思。

七、退群：原指退出某個社交平台上的交流小組，後來引
申至退出某一群體。特朗普擔任總統之後，美國接連
退出了多個國際協議或組織，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等，「退群」因此成為
一個高頻熱詞，廣泛出現在新聞報道中。

八、佛系：日本詞語，指不爭不搶，不求輸贏，看淡一切，
代表了年輕人在生活重壓下降低人生期待的態度。

九、巨嬰：指心智滯留在嬰兒階段的成年人，以自我為中
心，缺乏規則、道德意識，容易情緒失控。

十、槓精：指「抬槓（港稱：鬥嘴）成精」的人，這種人
往往不問真相，為爭論而爭論。

潮語內地十大 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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