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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邀更多台商西進
籲台商助陸企升級 實現優勢互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
2018 兩岸企業家峰會昨日在福建廈門閉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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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副部長王炳南在峰會上表示，當前大陸經
濟正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這離不開對外開
放，也有賴於廣大台商朋友的大力參與。他表
示，歡迎台灣相關業者西進大陸，開展形式多
樣的合作，實現互利互惠。

王炳南表示，幾十年來的兩岸融合過程中，台商給大
陸帶來了資金、技術和管理，大陸則為台商提供了

發展的空間和舞台。「40年來，兩岸經貿交流合作從無到
有、從小到大、從單向到雙向、從單一到多元，充分顯示
了兩岸經貿關係的強大韌性和活力。」
對於台商未來如何借助優勢，契合大陸發展趨勢「近水
樓台先得月」，王炳南表示，台商可積極參與大陸新興產
業發展。他表示，兩岸新興產業領域的合作，有助於形成
技術、市場相互促進、相互聯動的良性循環。他亦說：
「大陸支持兩岸企業通過交叉持股、共同研發、共建標準
等方式進一步提升合作水平，共同提升兩岸民眾的福
祉。」
大陸第三產業有巨大發展空間，台商可積極參與大陸現
代服務業發展。王炳南認為，台灣服務業發展起步早、競
爭力強，有技術、管理的優勢，大陸有市場和資金優勢，
兩岸可實現優勢互補。大陸近年來持續推進產業轉型升
級，他呼籲台商可參與大陸傳統製造業的改造升級，發揮
台企智能製造、綠色製造優勢，在傳統產業智能化、低碳
化改造上，幫助大陸企業予以提升。

「南南合作」顯效 簽36項目超百億
此次峰會中，金融方面達成簽約成立「廈門大學兩岸金
融發展研究中心」、廈門兩岸股權交易中心「台資板」服
務體系戰略簽約、海峽股權交易中心「台資板塊」首批百
家企業掛牌等成果。此外，亦簽署成立海峽兩岸青年創業
聯盟基地等扶持台青大陸創業項目；投資 CIS 芯片封測項
目。
有專家會前呼籲，台灣南部應與大陸南部城市進行寬面
「南南合作」。島內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認為，韓國
瑜當選高雄市長，為兩岸「南南合作」帶來契機。台灣農
業大部分集中在台灣南部，而此次峰會簽約的 36 項目合
作協議中，涉及金額 103 億元（人民幣，下同），其中涉
農項目12項，協議總投資達23.6億元。
國家農業農村部辦公廳台灣事務工作處副處長徐芬麗
說，兩岸農業優勢互補，大陸的農業資源豐富、市場廣
闊，台灣在精緻農業、文創農業方面有特長，兩岸農業可
以合作起來。「尤其在大陸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後，兩岸農
業交流合作迎來了新機遇。」
峰會綜合合作交流推動小組台方副召集人、台灣「農委
會」前主委陳保基，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農
業會是兩岸合作最重要的起點」。陳保基表示，兩岸農業合
作未來發展意義非凡，兩岸亦可借此攜手「打世界盃」。

海峽股權交易中心「台資板」
首批台企成功掛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 5
日舉行的 2018 兩岸企業家峰會金融產
業合作推動小組專題論壇上，海峽股
權交易中心迎來「台資板」首批台資
企業掛牌。在現場，海峽股權交易中
心還同時與台灣銀行、合作金庫銀
行、華南銀行、彰化銀行、第一商業
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等 6 家在閩
台資銀行正式啟動合作，將共同為
「台資板」掛牌企業提供各類金融服

務。
海峽股權交易中心是經中國證監
會、福建省政府批准設立的區域性股
權交易市場。國務院 5 月印發的關於
《進一步深化中國（福建）自由貿易
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指出，支持將
海峽股權交易中心建成服務台資企業
的專業化區域性股權市場。
海峽股權交易中心總經理汪軍介
紹，為增進兩岸經濟融合發展，海峽

股權交易中心專門為在陸台資企業設
立了「台資板」，下設展示、改制、
交易三個子板塊，目前首批掛牌台資
企業已經達到 138 家。在「台資板」
中，台企將先通過展示了解大陸資本
市場，然後進行股權改制，最後實現
交易並獲得融資。
來自漳州的政融食品開發有限公司
是此次掛牌的台企之一，該公司總裁
吳正雄說，「希望在『台資板』掛牌

陸持續釋惠台措施 有利兩岸融合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18
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 4 日在福建廈門舉
行。台灣輿論認為，在峰會上，大陸
持續釋放惠台政策信號，受到台灣民
眾歡迎，有利兩岸融合發展。
台灣《旺報》刊文指出，大陸經濟總
體態勢並未受大環境影響，台商運用
兩岸產業分工互補的利基點依然存

在，台青西進大陸尋找舞台的空間廣
闊。在兩岸企業家峰會上，大陸持續
釋放惠台政策信號，讓台商吃上「定心
丸」
。
《中國時報》發表評論說，此次
「九合一」選舉結果顯示經濟穩定是
台灣民眾最期待的事，選後多位縣市
長亦宣示要全力拚經濟。陸方的宣

示，自然會受台灣民眾歡迎，贏得台
灣民眾好感，有利兩岸融合。沒有
「九二共識」的前提，兩岸經濟合作
仍難以順利進行，不論是台當局或新
任的縣市長都不能忽略這樣的信號。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龐建國就此
次年會接受採訪時表示，正因台當局
至今對「九二共識」「金口難開」，

核一廠1號機執照到期
25年完成除役作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電力
公司（簡稱台電）核一廠 1 號機運轉執照於
5 日到期，6 日將正式進入除役期，未來將
以25年分4階段完成除役作業。
台電表示，如今1號機運轉40年商轉執照
於12月5日到期，隔天正式進入除役期，成
為台灣第一座除役的核電廠。台電指出，依
據國際核電廠除役程序，核電廠需將反應爐
心的用過核燃料退出，才能實質進行除役工
作。而目前核一廠用過的燃料分別放在爐心
與用過燃料池中，不論放在爐心、乾式貯存
或是用過燃料池均屬安全的方式。若能放置
在乾式貯存桶內，由於不需要電力或是冷卻
水維持冷卻，靠自然通風即可冷卻，相對上
更為安全，亦可順利進行除役作業。台電表
示，核一廠除役計劃已於去年 6月28日通過
「原子能委員會」審查，現正待「環保署」
環評審查通過，取得除役許可後正式展開除
役作業。

堵中國的冷戰思維大行其道，尤其今年美
國發動的貿易戰。雖然在不久前的兩國領
導人的會晤中有所緩和，但仍對大陸產品
出口美國及「中國製造 2025」產生阻力。

與第三方合作分散風險
他認為，兩岸產業有必要進行更緊密合
作，以突破美國貿易戰措施干擾，「尤其
美國又祭出『印太戰略』，抗衡大陸『一
帶一路』倡議。而『台灣接單、大陸製
造、出口美國』的三角貿易形態，也將因
此受到嚴重衝擊。」

陳華升表示，國際大環境雖然嚴峻，但
卻是強化兩岸產業交流融合的契機，「台
灣可作為大陸發展『一帶一路』建設的潤
滑劑。」他說，「一帶一路」倡議「民心
相通」，台灣與東盟國家有長期合作經
驗，可扮演強化民心相通的重要角色。
「尤其兩岸可積極參與和推動多邊貿易合
作機制，兩岸企業共同與第三地合作，以
分散中美貿易戰背景下的投資風險。」陳
華升說。
陳華升認為，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
議已有時日，然因台灣當局拒不承認「九

二共識」，致兩岸官方溝通渠道不暢，台
商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參與度並不高。
不久前的「九合一」選舉，讓兩岸看到了
進一步交流融合的期待和契機。他表示，
台灣提供技術和創新能力，大陸提供製造
和行銷通路，兩岸產業可在「一帶一路」
合作區域展開產業合作，促進兩岸經貿合
作和產業發展。陳華升甚至建議，可將兩
岸成功的產業合作供應鏈，直接複製到
「一帶一路」所設立的海外產業合作園
區，共同協力開拓第三地市場，「兩岸攜
手贏全球」。

蔡當局狂砍太陽能補助 業者轟：不接地氣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時報》報道，在
「九合一」
選舉「公投」
結果中，與能源有關
的「公投」包括「以核養綠」及「反燃煤電廠」
全數通過，顯見使用核能來等待綠色能源
發電提升，以及減少使用燃煤發電，是多
數台灣民眾的選擇。選後，台灣行政主管
部門負責人賴清德也作出能源政策重大調
整，強調 2025 年不再是非核家園實施期
限，並重新檢視核電作為供電的選項。表
面上蔡政府看似願意適時調整能源政策，
以重新回應民意需求，但私下卻上演大砍
綠電兩大支柱風電及太陽光電躉售費率，
太 陽 能 下 調 12.15% ， 離 岸 風 電 調 降
12.71%。業者對此表示，政府此舉「根本
不接地氣」
。
由於降幅超出業者預期，引爆業者強力
反彈，並砲轟新費率一定會將台灣光電產
業摧殘殆盡，要求比照國際降幅計算公式
降幅 4.25%，並撂話「撤除台灣未來離岸
風電投資」。島內發展風電，除了減碳非

核外，建構綠能產業鏈成為另一重要目
標，也是蔡英文勢必兌現的競選承諾。如
今拋棄 2025 非核家園期限，理應降低綠能
產業投資成本，讓更多廠商參與綠電建
設，但政策卻賞了業者一巴掌。
聯合再生董事長洪傳獻表示，政府提出
的新費率「根本不接地氣」，因為台灣除
了有鹽害、颱風、地震、地層下降風險
外，還有土地租金成本、地方政府回饋金
及環保成本等建置額外支出，僅外部建置
成本就佔電費收入三成以上。他認為，台
灣經濟部門新推的太陽光電躉購費率降幅
遠超出國際平均降幅4.25％，並不合理。
原本多數業者都看好台灣西濱地區適宜
發展離岸風電的地理優勢，更有政府躉購
電價補助在背後撐腰，已先後投資逾百億
元新台幣進行開發。然未來面臨成本飆
升，將使台灣發展離岸風電更加困難，對
蔡政府在全力推動的非核家園也是一大諷 ■蔡當局狂砍太陽能及風電補助。圖為台灣
刺。
首座離岸風力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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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台灣「金門」也難開，大陸「活
水」難入台灣。
龐建國表示，日前舉行的「九合
一」選舉中，有候選人提出「貨出去
人進來」，正是對大陸「活水」的渴
望，各界都能感受到台灣民眾對美好
生活的嚮往，台灣需要更多城市交流
平台，引進大陸「活水」。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兩岸一家親」台灣民情
學術研討會 5 日在廣東珠海舉
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
所副所長朱衛東指出，民進黨
在剛剛過去的台灣「九合一」
選舉中的挫敗表明，大陸對台
政策措施日益深入人心，「九
二共識」獲得了島內新民意的
授 權 ， 大 陸 全 面 推 進 「31
條惠台措施」應更具信心。
朱衛東認為，台灣「九合
一」選舉結果釋放了三大強烈
信號。其一，蔡當局施政不得
人心，民眾對其執政路線投了
反對票。他稱，民進黨當局政
績實在太差，權力傲慢帶來胡
作非為、「台獨」理念帶來路
線錯誤。選舉結果證明，蔡當
局的施政路線在大方向上出了
大問題，必須認真反思，改弦
易轍。
其二，島內社情民意正在發
生重大而深刻的變化，「重經
濟民生、輕藍綠、喜歡非典型
政治人物」漸成風潮。朱衛東
表示，此次選舉表明了台灣民
眾對新政治力量的期待。這不
僅是一個動向，更是正在改變
民眾對政治人物的評價標準，
重塑台灣政治生態。
其三，大陸對台政策措施深
入人心，兩岸因素愈益成為民
眾投票的重要因素。朱衛東表
示，民進黨當局的挫敗表明，
大陸對台影響力和塑造力與日
俱增，「九二共識」獲得了島
內新民意的授權。「台灣民眾
越來越感受到，只有兩岸關係
好，台灣才能真正好。台灣
『九合一』選舉的主軸是經
濟，經濟背後是兩岸關係。」

專家：大陸對台政策日益深入人心

專家籲兩岸設
「帶路」
產業合作聯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
道）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的 2018 兩岸企
業家峰會上，如何應對新形勢引發兩岸
企業家熱烈討論。台灣經濟研究院兩岸
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華升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在中美貿易戰的背
景下，陸方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更
凸顯價值，台灣可作為大陸發展「一帶
一路」建設的潤滑劑。他建議兩岸設立
「一帶一路」合作聯盟，強化兩岸未來
產業合作關係。
陳華升表示，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圍

能為企業發展提供融資支持，進一步
促進企業茁壯成長，也期待更多的台
資企業加入我們的行列。」
興業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華
輝表示，海峽股權交易中心將進一步
提升「台資板」的服務功能，重點推
動股份制改造和股權登記託管，與各
家銀行尤其是在閩台資銀行開展融資
對接、基金投資、可轉債融資等業務
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