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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兩岸一家親 不用捨近求遠
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在廈舉行 汪洋縱論實現共同發展路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

道，2018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昨日在福

建廈門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並發表演講。汪洋

指出，兩岸企業家峰會是兩岸重要的民

間交流合作平台。今年恰逢大陸改革開

放40周年，年會以「融合新舉措 共享

新商機」為主題，對於深化兩岸經濟交

流融合、共享兩岸和平發展商機具有特

殊的意義。汪洋強調，只要秉持「兩岸

一家親」理念，充分發揮企業界的作

用，加強開放合作，不用捨近求遠，就

能夠實現共同發展。

孫大千：十大施政敗筆 綠營慘烈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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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指出，今年以來，世界局勢複雜多變，保
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世界經濟發展不確

定不穩定因素增多，但兩岸貿易額逆勢大幅增長，
充分說明兩岸經濟合作具有堅實基礎和強大動力，
能夠經受住國際風雲變幻的考驗。
汪洋表示，大陸和台灣在資金、市場、技術、人

才等方面各有所長，優勢互補的大格局沒有改變。
大陸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加快升級，對台灣優質產品和
優質服務的需求與日俱增。只要秉持「兩岸一家
親」理念，充分發揮企業界的作用，加強開放合
作，不用捨近求遠，就能夠實現共同發展。兩岸同
胞是血濃於水的手足兄弟，大陸致力於為台商提供
良好服務的政策取向一以貫之，對台灣開放的大門
只會越開越大，各項政策和服務只會越來越好。大
陸正在認真落實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31
條惠台措施」，願為台灣商品出口大陸提供更多便
利，歡迎更多台灣企業來大陸投資，支持台灣企業
分享「一帶一路」建設的商機。

環境和平穩定是發展合作前提
汪洋強調，和平穩定的環境，是發展與合作的前
提。兩岸同胞要攜起手來，順應歷史大勢，共擔民
族大義，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把民族命運、同胞福祉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加油助
力，為民族復興貢獻力量。
兩岸企業家峰會大陸方面理事長郭金龍、副理事

長張平等出席年會。1,000多位兩岸企業界人士參
會。會前，汪洋會見了峰會台灣方面理事長蕭萬
長、副理事長江丙坤等台灣主要參會代表。
兩岸企業家峰會自2013年成立以來已經舉辦過5

次年會。目前，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與兩岸經貿文
化論壇、兩會商談、海峽論壇並列為兩岸四大交流
合作平台。本次年會分別以「攜手應對挑戰，共創
互利商機」「堅持融合發展，堅持共創雙贏」「能
源石化合作共贏，節能環保發展共享」「金融開
放，金融合作，金融創新」「創新、融合、新夢
想」「融合交流、共享明天」「現代服務業與文創
產業共享發展」「融合兩岸優勢，創新智能裝備，
促進產業升級」為主題設置8場主題論壇。
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富士康科技集團總裁郭台銘分別作了
「深化經貿合作 促進融合發展」「平衡貿易順差
台商的挑戰與機遇」主題演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
報道）台灣「九合一」選舉後的首次兩
岸企業家峰會年會，引兩岸廣泛關注。

尤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開幕式上
發表的講話，更引兩岸熱議。島內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
注意到，汪洋主席講話中提到，蔡當局「金口難開」，致
「金門」也難開，實屬意味深長。
龐建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蔡英文執

政以來，拒不承認「九二共識」，致兩岸官方交流渠道中
斷。尤其這次台灣「九合一」選舉後，大陸對台政策將更堅
守「九二共識」，並在「硬的更硬」方面進一步凸顯。龐建
國分析指，未來的兩岸高層次交流平台，大陸會在可掌控的
主場優勢上，更加充分體現大陸對「九二共識」的堅守。
龐建國說，汪洋主席亦指，台灣本可「近水樓台先得
月」，因為台灣與大陸距離很近，台灣原可比其他國家和經
濟體更有優勢和機會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然而，正是因為蔡
英文至今未能在「九二共識」上鬆口，令台灣機遇流失。
「尤其是有剛當選的高雄市長韓國瑜作為例子，大陸對兩岸
交流，勢必在以『九二共識』為前提的態度將更加堅定。」
龐建國說。

「民心不可欺 民意不可違」
正是因為蔡英文當局至今對「九二共識」「金口難開」，

令台灣「金門」亦難開，大陸「活水」難入台灣，台灣錯失
機遇。龐建國表示，韓國瑜的訴求「貨出去人進來」，正是
對大陸「活水」的渴望，相信今次台灣「九合一」選舉，亦
讓兩岸高層及民眾感受到「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違」，以
及台灣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除「硬的更硬」外，龐建國認為，大陸亦會在今次「九合
一」選舉後，對台「軟的更軟」上釋放更多善意，比如藍營
剛勝選的十五個縣市，相信大陸與這十五個縣市的交流規格
和層級，將會有顯著提升。
龐建國呼籲蔡英文當局鬆「金口」，開「金門」，以破解

台灣「悶經濟」，讓台灣民眾生活更加美好。

台灣「九合一」
選舉剛一結束，台
商郭台銘就參加了

這次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在開幕式上
他作了題為《平衡貿易順差 台商的挑
戰與機遇》的專題演講。郭台銘稱，大
陸市場預期進一步開放，有助於台商從
出口轉向內銷，大陸不斷創新的環境與
網絡經商環境全球領先的優勢，將會是
台商新形勢下的機遇。

供應鏈被迫重建 倡企業速調佈局
郭台銘表示，中美兩個世界超強經濟

體的競合衝擊，已是不可逆的現實形
勢，而科技創新的速度對傳統產業轉
型，虛擬經濟成長趨緩且與實體經濟的
整合，全球供應鏈的重新架構，是當前

全球經濟的新形勢。「美方已明確把中
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中國要準備
被拉入一場持久的較量。」郭台銘說，
「未來全球化亦將變成兩極化，中國與
美國之間的兩極。」
郭台銘研判，美國將會建立科技設備

和零件壁壘，使中國的科技和高科技產
品製造發展重新調整戰略，工業製造供
應鏈會被迫在不同區域重新建立，未來
供應鏈會分美國和中國的市場重新劃
分，這讓包括台商在內的兩岸企業家在
全球化經營中必須快速調整與佈局，在
全球開展製造技術的快速創新，亦需面
對產業供應鏈與關稅變化急速調整的不
確定性。
除對中美貿易戰下台企的機遇與挑戰

進行闡述外，郭台銘亦表示，台「九合
一」選舉中引領「韓流」旋風的韓國瑜
勝選高雄市長後，曾與郭台銘通話4小
時，力邀郭台銘到高雄設廠。有傳言郭
台銘已決定在高雄投資100億新台幣設
廠。郭台銘此前亦邀請韓國瑜出席此次
年會。
「當場對兩岸數百名企業主介紹高雄

並招商，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郭台銘
說。不過，韓國瑜以「身體未恢復」等
理由婉拒出席此次峰會年會。對此，郭
台銘稱，韓國瑜「在種種壓力下，未能
成行，身體為由是個很好的借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

冬日鷺島，風和日麗，海闊天空。2018兩岸
企業家峰會年會4日在福建廈門舉行。在這一
兩岸重要民間交流合作平台上，兩岸知名企業
家、工商團體負責人、中小企業和青年創業者
代表熱絡互動、深入對話，進一步匯聚起深化
合作的共同願望，進一步增強了攜手前行的共
同信心，更以捨我其誰、時不我待的責任與激
情描繪着兩岸中國人的共同夢想。

兩岸企業家峰會社團成立以來，已成為兩岸
企業界最有影響的交流平台。在當前兩岸關係
嚴峻形勢下，台灣人士踴躍參會，人數超過預

期，充分說明兩岸同胞溝通交流、攜手合作的
願望強烈，兩岸經濟融合發展大勢是任何力量
都不可阻擋的。

今年適逢大陸改革開放40周年，回顧波瀾壯
闊的改革開放歷程，廣大台灣同胞積極投身時
代大潮，在成就自身發展和台灣經濟傳奇的同
時，也為大陸改革開放作出重要貢獻，推動了
兩岸關係尤其是經濟交流合作持續穩步發展。
在改革開放邁入嶄新時代的重要坐標點上，兩
岸企業界人士匯聚一堂，表達的正是繼續「同
舟共濟、砥礪前行」的共同心聲。

今年以來，面對世界局勢複雜多變，保護主
義、單邊主義抬頭，世界經濟發展不確定不穩
定因素增多，兩岸貿易額逆勢大幅增長，充分
說明兩岸經濟合作具有堅實基礎和強大動力，
能夠經受住國際風雲變幻的考驗。大陸方面言
必信、行必果，讓台灣業界和廣大同胞更加深
切體認到「兩岸一家親」。

峰會年會開幕式上，大陸方面釋放的誠意善
意擲地有聲、感人至深，如同一顆定心丸、一
劑強心針、一股冬日暖流，必將激發兩岸各界
同胞突破亂流、共創新機的更強大信心，為深
化兩岸經濟交流合作、共享兩岸和平發展商機
注入更強大動力。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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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合作交流推動
小組專題論壇上，福建省台辦副主任鍾志剛
說，自國家29部委發佈實施的「惠台31條」
以來，福建已有案例的達28條，落實面達
90.3%，且福建配套出台的「66 條實施意
見」，已落實63條，落實面達95.5%。「各
項惠台措施在福建的落實，提升了在閩台胞台
企的獲得感，讓更多台胞享受大陸發展改革紅
利，亦增進了台灣民眾對大陸的了解，促進兩
岸同胞契合。」鍾志剛說，「同時也展現了大

陸發展的機遇和前景，搭建了台胞參與共築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橋樑和通道。」
鍾志剛表示，「福建惠台66條」，「涵蓋
產業、財稅、用地、金融、就業、教育等等，
為台胞在閩工作生活提供便利，亦為台企在閩
創造了有利條件。」

發揮疊加優勢 多領域先行先試
「『福建惠台66條』充分發揮了福建『六
區』疊加的政策優勢，在許多領域先行先試，
敢為人先。」鍾志剛舉例，在公共服務領域特

許經營項目中的高速公路項目，有台資天福集
團已投資瀋海高速公路漳詔路段天福服務區；
此外，在福建註冊的台資機構和企業可興辦學
前教育等。
「僅2018年上半年進行的2017年度稅收優

惠匯算中，全福建有176家台資企業享受優
惠總金額達7.58億元（人民幣），在給予凝
集購置補貼上，已有福建集辰農林科技有限
公司等3戶台資農業企業享受農機購置補貼
等等。」鍾志剛表示，福建已成立促進閩台
經濟文化交流合作協調會議機制，並推動建
立台商台胞社會監督機制以及建立政策落實
台賬，讓廣大在閩台胞真正從各項惠台政策
受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民進黨「九合一」選戰兵敗如山
倒，原本執政的13縣市，僅剩基隆
市、桃園市、新竹市、嘉義縣、台
南市和屏東縣6席。對此，前國民
黨民意代表孫大千昨日在臉書
（facebook）發文指出，民進黨施
政的十大敗筆，除了「用錯了
人」、「做錯了事」，更得罪了10
種人。
孫大千指出，民進黨施政十大敗

筆包括：第一，「勞基法修正
案」，得罪了勞工朋友。第二，核
二廠二號機重，得罪了反核團體。
第三，用觀塘（天然氣電廠）換深
澳（電廠），犧牲大潭藻礁，得罪

了環保生態團體。第四，無力改善
農產品「盛產價崩」的困境，得罪
了農民朋友。第五，兩岸關係無法
「維持現狀」，得罪了觀光產業及
餐飲服務業。第六，方向錯誤的
「年金改革」，得罪了現任和退休
的軍公教同仁。第七，任由陳師孟
（現任「監察委員」）為所欲為，
得罪了司法檢調人員。第八，為求
「拔管」（阻擋台大當選新校長管
中閔上任），不惜踐踏大學自主，
得罪了知識分子。第九，「虛晃一
招」推動婚姻平權修法。得罪了挺
同（同性婚姻）和反同人士。第
十，做不到「民進黨當選，台灣不
缺電」，得罪了產業界人士。

陸市場進一步開放
助台商出口轉內銷

郭
台
銘

：

陸釋誠意恰如冬日暖流

「惠台31條」福建落實面達90.3%

■「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違」，龐建國呼籲蔡英文當局鬆「金口」，開
「金門」，破解台灣「悶經濟」。圖為今年8月5日，金門「兩岸通水見
證儀式」在田埔水庫舉行，金門各界民眾到場見證歷史時刻。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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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廈門會見前來出席2018兩岸企業家峰會
年會的兩岸企業家峰會台灣方面理事長蕭萬長。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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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銘（右）稱，大陸市場預期進一
步開放，有助於台商從出口轉向內銷。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

■昨日，2018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在廈門國際會議中心開幕。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開幕式並發表重要講話。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