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昨日下午在京

會見了中國國民黨前主席、中華青雁和平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洪秀柱率領的

台灣各界人士代表團。汪洋讚賞洪秀柱長期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為發展兩岸關係、增進同胞福祉作出的積極貢獻。他表示，習近平

總書記1月2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引

發台灣同胞積極表達加強兩岸溝通對話、交流合作，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投身民族復興和祖國統一大業的強烈意願。這反映了兩岸關係發

展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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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700台胞獲「大陸通行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南京市去年出台75條惠台措施，實施
大半年來反響強烈，其中多項南京特有惠
台措施尤其受到歡迎。迄今已有25名原本
沒有購房資質的台胞獲得購房證明，500
多名台胞申請公積金貸款，另有近700名
台胞領取大陸通用公交卡。

一分鐘出卡 通行300市
13日下午，台商黃先生來到南京市政務

服務中心的台胞服務窗口，申領專屬的台
胞交通卡。在遞上台胞證後，一分鐘左右
即領取到一張小巧別致的交通卡。
黃先生在南京投資20餘年，經常要到大

陸各地出差，以往到其他城市乘坐公共交
通每次都要使用現金購票，但是領取台胞
專屬交通卡後，就可以在大陸300多個城

市暢通無阻。
除黃先生外，在南京一家台企工作的台

青林妤真當天也來窗口申領交通卡，並諮
詢台胞購房政策，計劃在這裡購房定居。

購房免社保 台青福利多
在75條惠台政策出台之前，根據南京房

地產限購政策，台胞要想在南京購房必須
在當地繳納社保兩年以上。但是75條惠台
政策發佈後，如今只要在南京簽署就業協
議或者投資協議即可在南京購房。
據南京市台商投資保護和促進服務中心

主任趙崗介紹，上述兩項措施都是南京獨
有的惠台措施，此外南京還專門為台灣青
年設立了「金陵孝親計劃」和「金陵試飛
計劃」，為台胞免費辦理交通卡，為來南
京置業的台胞打破購房限制，參照同城待

遇申購一套住房等，進一步為台胞大開方
便之門。

■台胞黃先生展示新申領的專屬交通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大陸追尋音樂夢 台胞「樂」動江南

民進黨黨內會
蔡賴陣營出席

汪洋晤洪秀柱：共推和平統一
強調堅持「九二共識」反「台獨」探索兩岸融合發展新路

今年23歲的莊子慧8歲
開始學鋼琴，小學三年級
開始學琵琶，2018 年 7 月
從台灣藝術大學畢業後進
入蘇州民族管弦樂團工
作，現在是琵琶聲部代理

首席。
2017年11月正式成立的蘇州民族管弦

樂團，現有正式演奏員74名，其中有21
人來自台灣。

「大陸機會更多、收入更高，進入高
水平樂團工作，對自身也是鍛煉。」莊
子慧說，大陸樂手基本功扎實、技巧突
出，台灣樂手試奏能力比較強，兩岸樂
手可以相互學習、不斷提高。

周雲捷從台灣東海大學畢業後，2005

年赴美國念碩博士，在當地職業交響樂
團演出，兼職教鋼琴，一直到2017年10
月。

看到蘇州民族管弦樂團面向全球招聘
人才的信息後，她毫不猶豫報了名，並
從全球500多名報考者中脫穎而出，如
今擔任低音提琴手。

巡演行程滿檔 觀眾愛上中國
「雖然行程滿檔，但每天都很開心。

我們在世界各地巡演，把中國文化傳播
出去。」周雲捷說，今年春節期間他們
剛去歐洲巡演，幾乎每場都座無虛席，
謝幕後還要加演，觀眾才依依不捨地離
去。巡演讓更多歐洲觀眾了解中國、愛
上中國。

閱讀中國經典 提高人文底蘊
樂團工作壓力大，每年還有淘汰機

制。去年演了 70 多場，今年預計要演
100場。周雲捷說，他們演奏時會根據曲
風做出調整，以崑曲為例，就循着唱腔
變化，在低音的撥弦深淺度上進行音色
微調。

「在這裡，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新鮮
的。」她說，自己彷彿又回到學生時
代，如海綿般汲取着養分。平常她也會
主動閱讀中國經典文學，提高中華文化
涵養。

生活規律自在 實現人生理想
在蘇州這座充滿藝術人文氣息的城

市，還有一群與音樂有不解之緣的台
胞。今年46歲的蘇州大學副教授劉彥玲
2013年來到蘇大，現在主要教授西方音
樂史。她說，與美國學生相比，大陸學
生更用功，自己教課也因此特別有動
力。

2013年，30歲的吳翊丞從台灣來到蘇
州大學教授音樂理論，現在是碩士生導
師、助理教授。「我喜歡這個城市的寧
靜。」他說，現在主要是教書、寫作，
閒暇時健身，偶爾回台灣高校演講，接
待到蘇大交流的台灣教師。

「我現在的生活規律而又自在，這是我
實現人生和事業理想的地方。」吳翊丞
說。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備
受外界關注的「吳郭會」昨日登場。中
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與宣佈參加2020年
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國民黨內初選的鴻
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暢談了1小時10分
鐘，郭台銘在會後記者會發佈三點聲
明，表示他希望納入手機民調，並舉行
公開辯論會，並由黨員代表、媒體代表
以及公民代表提問。他並表示，自己不
是一個做副手的合適人選。
對於此次黨內初選，國民黨定調要另
定特別辦法，以全民調方式將主動表態
和外界期待的人選全部納入比拚。

發佈三聲明
吳敦義此前已陸續與高雄市長韓國
瑜、中國國民黨前主席朱立倫、前台灣
立法機構負責人王金平、前台北縣長周
錫瑋、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等5名可
能參與競爭者會面，最後壓軸的「吳郭
會」昨日登場。和前幾次一樣，會面未
公開，會後由郭台銘召開說明會。

郭台銘在記者會上發佈三點聲明：第
一，每一位候選人都必須遵守黨內辦法
的個性規定，希望初選辦法符合公平、
公開、公正的民主程序；第二，初選辦
法希望納入手機民調，至於比例多少，
交由黨中央去做決定，但也建議參考民
進黨最新手機民調的相關規定；第三，
初選過程他堅持黨中央要舉辦首先是公
開政見發表會，其次是公開辯論會，然
後是公開回答由黨員代表、媒體代表、
公民代表的提問有關「治國」理念等
「國政」方針的問題，讓台灣人了解各
候選人的「治國」理念，以及誰最適合
做一位好的台灣地區領導人。

前高雄縣長任幕僚
對於願不願意做副手？郭台銘強調：
「我不是一個副手的適合人選，我習慣
做決策，我不適合做參謀。但是我會用
各種方法協助勝出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吳郭會」後陪
同郭台銘召開說明會的幕僚，赫見前高

雄縣長楊秋興在列。
楊秋興在去年高雄市長選舉中，曾是

幫助現任高雄市長韓國瑜打贏選戰的重
要人士之一。

郭台銘說，他目前組織了10幾位小編
（指競選團隊），屆時將會把所有政
見，在國民黨舉辦的北中南政見發表會
上論述出來。

「吳郭會」昨登場 郭台銘：不做副手

共謀全民族利益福祉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汪洋指出，
民族復興、祖國統一事關台灣前途和民族未
來。兩岸同胞要把維護全民族利益福祉，作
為發展兩岸關係的目標方向；把堅持「九二
共識」、反對「台獨」，作為當前團結兩岸
同胞的旗幟；把共同探索兩岸融合發展新
路，作為共謀民族復興的重要途徑。在堅持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
礎上，我們願意同台灣的黨派、團體和人士
開展形式多樣、內容廣泛的對話協商，聚同
化異、積累共識。只要兩岸同胞凝心聚力，
必將邁向兩岸和平發展、祖國和平統一、民
族偉大復興的康莊大道。
洪秀柱表示，兩岸同胞應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促進交流、增進互
信，找到促進兩岸和平制度化的良方，為深
化兩岸融合發展、實現和平統一奉獻心力，
攜手共創中華民族的復興偉業。
洪秀柱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兩岸的未
來必然會走向統一這條路。只要我們堅持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家裡事家
裡商量」，大家都可以坐下來好好談。洪秀
柱在回答提問時還表示，統一不是一蹴可及
的，有很多問題在統一前要逐步進行、逐步
解決。只要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
獨」，大家坐下來，什麼都可以談。

座談提六點共同倡議
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與中華青雁和平
教育基金會當天上午還在北京舉辦「兩岸關

係與民族復興」座談會。中共中央台辦、國
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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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兩
岸各界人士約100人出席。
與會人士圍繞「兩岸關係與民族復興」

主題及攜手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維護鞏
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治基礎、深化兩岸融
合發展、促進兩岸青年交流、共同弘揚中華
優秀傳統文化等議題深入交換意見，開展對
話協商，達成多項積極共識，提出六點共同
倡議，內容包括攜手實現民族復興、鞏固共
同政治基礎、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加強兩岸
基層交流、促進兩岸青年交流以及深化兩岸
文化交流。
就加強兩岸基層交流一項，倡議表示，

支持認同「九二共識」的台灣有關縣市、團
體和人士與大陸深化交流合作；擴大台灣農
漁產品在大陸銷售，包括利用上海進博會等
平台，進一步暢通渠道，增加便利，直接惠
及基層農漁民；加強兩岸旅遊業合作，向大
陸民眾推廣台灣特色旅遊產品，提供更多更
好服務；推動兩岸社區、村鎮、婦女、工
會、民俗、宗親等多面向交流，加深兩岸基
層民眾相互了解，增進同胞親情，拉近心理
距離。
談及深化兩岸文化交流，倡議指出，推

動兩岸同胞共同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和偉大民族精神，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
富、意涵積極向上、兩岸同胞廣泛參與的文
化交流活動，反對各種名目的「去中國化」
「文化台獨」行徑，增進兩岸同胞中華文化
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促進心靈契合。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2020年台灣
地區領導人選舉民進黨內初選，前台灣行政機
構負責人賴清德挑戰現任領導人蔡英文的連任
之路，民進黨中央昨日發出會議通知，邀請蔡
賴陣營明日出席會議，討論政見發表會與民調
相關事宜。
蔡英文陣營發言人阮昭雄昨日受訪表示，已

收到會議通知，將派代表出席，對於政見會與
民調的意見，「進入協調之後再談」。
賴清德陣營發言人李退之受訪時也表示，有

收到會議通知，會派代表出席。
至於民調方式，李退之說，希望按照原本

公告機制走完，才符合運動家精神，現在手
機民調被提出來，基本上，只要能夠真實反
映台灣民意，公平公正的民調方法都可以拿
出來討論，他並強調，初選辦法不能邊選邊
改。
對於此次會議，民進黨內人士指出，這是

「有範圍，但沒有方案的討論」，黨中央會提
供基本數據與報告，但尊重雙方交換意見，不
預設立場，也沒有任何草案。
對於備受關注的手機是否納入民調，賴清德

在當日召開的訪日成果報告記者會上表示，有
台灣媒體報道他反對手機民調，「這是一個誤
解」。
但就像新藥上市也要經過完整程序驗證，民

進黨中央若能將手機民調經過1年至2年完整
調查，把社會質疑問題都說明清楚，未來在各
項初選中欲納入手機民調，相信社會是歡迎
的。

■■昨日昨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在北京會見中國國民黨前在北京會見中國國民黨前
主席主席、、中華青雁和平教育中華青雁和平教育
基金會董事長洪秀柱率領基金會董事長洪秀柱率領
的台灣各界人士代表團的台灣各界人士代表團。。

新華社新華社

■郭台銘昨日
在國民黨中央
黨部登場時表
示，自己長期
做決策，不適
合做副手。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台北市長柯
文哲強化涉外事務團隊，前駐荷蘭代表周台竹
將出任台北市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周
台竹曾派駐美國、歐洲、南非和加勒比海，國
際經驗豐富。
據了解，台灣外事主管部門近日已同意這項

人事借調案，周台竹應該在6月上任。
柯文哲尚未表態是否角逐2020台灣地區

領導人選舉。今年3月柯文哲訪美，涉外主張
受到不少學者質疑，也被媒體認為缺乏亮點，
國際事務需要加分。

柯文哲攬前駐荷代表入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