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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錦川「點讚」同學們在複雜的形
勢下，排除紛擾，保持自己獨立

的思考和判斷，積極參加國情認知活
動，邁出了探索祖國的腳步。張錦川
說，儘管目前的香港出現了令人心痛
的局面，但是他認為，同學們更要保
持清醒的頭腦，審時度勢、順勢而
為，因為中國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
大勢沒有變，內地與香港攜手共謀發
展、共享建設成果的大潮只會一浪高
過一浪。「在此時代發展的浪潮之
下，對於青年人來說，深入了解祖
國、全面把握國情和香港發展方向至
關重要。」

張錦川勉貢獻國家建設香港
「青年是國家的希望所在。儘管香
港出現了動盪與紛爭，但國家仍然持
續出台了一系列惠及港澳同胞，特別
是青年一代的政策舉措，體現了國家
對香港未來的關心和重視。」張錦川
呼籲同學們將此行所見所聞和所得，
融入對香港未來的思考和個人前途的

選擇中去，在貢獻國家、建設香港的
奮鬥中，實現個人價值。

港生：珍惜和平 把握祖國機遇
香港浸會大學的盧同學坦言在此次

浙江行中受益良多，他表示，以前我
們只知道中國以「世界工廠」聞名於
世，可是現在中國已經有八大產業在
推動創新方面領先於世界同行，這正
是反映中國不僅僅在製造方面有出色
的表現，在創新和創造方面也可以與
國外一較高下。
盧同學說，中國的發展歸功於社會

繁榮穩定，所以我們應該珍惜和平的
生活，只有社會穩定了，才有無限的
發展機會。「此外，當下香港社會出
了問題，對香港青年來說，這看似無
路可出，但有危就有機，我們要好好
把握祖國發展歷史潮流，例如大灣區
發展計劃、『一帶一路』等，利用香
港地理優勢，和強大的祖國，必能在
世界闖出一片天地。」
來自香港大學的鄭同學則表示被浙

江濃郁的創新創業氛圍所打動。「在
人工智能小鎮，我了解到未來中國變
化的方向。突飛猛進的AI科技能讓機
器人為我們分擔重複性大的工作。比
如說法律方面，利用AI智能為客人提
供法律意見。如果能進入一個讓機器
人去學習你的思維的時代，我相信會
是一個巨大變革。」
「阿里巴巴集團的參訪令我十分感

慨，這間享譽中外的互聯網企業致力
於幫助和改善城市建設，像是電子公
交車卡或螞蟻森林，這些創新和探索
不但令人們生活方式更多元化，亦能
創造機會促進交易，在方便人們生活
質量的同時也提升國家經濟發展。」
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的林同學坦
言，阿里巴巴的參訪也啟發了她要提
升自身價值，準備充足地把握未來的
機遇，為整個社會作出貢獻。

2019年 12月 27日，來自香

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科技大學等12所香港大專院校

的34名「未來之星．從香港出

發─冬聚浙江」交流團團員順

利結束了在浙江的六天走訪，

在浙江師範大學舉行了結業儀

式。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

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

席張錦川、浙江師範大學黨委

副書記朱堅等出席結業儀式，

並為全體團員頒發了結業證

書，金華市委常委、秘書長、

統戰部部長鄭余良與同學們親

切交流並出席晚宴。本次活動

得到年度資助機構同心俱樂部

和莊紫祥慈善基金會的鼎力支

持。 ■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在浙江師範大學，港生們參觀了契約文書博物
館，館內收藏的近十萬件契約文書來自浙師大師生
們多次到浙江中部、南部開展田野調查，對散落民
間的各類歷史文書檔案進行的系統搜集整理。正是
來自他們多年的搜求，一個個賬本、一張張訴狀、
一件件土地契約、一本本魚鱗圖冊，無不訴說着百
年前乃至數百年前中國人的真實生活。
據介紹，魚鱗圖冊是古代官府為徵收賦稅而編

造的土地簿冊，從宋代以後，歷代都造有大批魚
鱗圖冊，往往一個州縣就有成千上萬冊，但絕大
部分都已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之中。然而，魚鱗圖
冊對土地精細的丈量，對業主產權的確立，對土
地權屬的變更記錄，產生於西方相關制度形成之
前，這種土地管理制度與科舉制度、監察制度等
一樣，是中國古代制度文明的重要體現。
「目前，中國契約文書博物館所搜集的魚鱗圖冊

總數已近百冊，主要集中在金華、麗水、衢州、紹
興、溫州等地區，這批魚鱗圖冊的攢造時間最早始
自明代萬曆年間，最晚至民國土地陳報時期，時間
跨度長達350餘年。」契約文書博物館工作人員向

港生們展示了乾隆十七年松陽縣芳溪堰管理的告
示，其篇幅之巨，國內罕見。

歷史系港生羨慕浙師大藏品
來自香港浸會大學的歐同學本身就讀於歷史

系，因此對博物館的藏品展示出了濃厚的興趣。
他告訴記者，在大學裡能建成一個如此規模的博
物館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就更
難想像。「我很羨慕浙師大的同學能隨時來館內
研究第一手的歷史材料，無論是做研究還是寫論
文，這些活生生的史料都能激發更多的靈感和想
法。」
「在香港，我們對歷史的研究大多來自於網絡

上的論文、圖片，或是學校圖書館的史籍，如果
想看真正的歷史材料則只能去香港歷史博物館，
與面對面翻看這些史料的感覺完全不同。」歐同
學在博物館流連忘返地拍了很多照片，他說，看
到這些魚鱗圖冊，就好像看到了民間的社會經濟
生活百態，對中國的歷史了解又更加深了一層。

■記者 俞晝杭州報道

民間歷史文書 訴說國人生活
■2019「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浙江」合影。 俞晝 攝

■張錦川（左）向朱堅（右）贈送感
謝狀。 俞晝 攝

■未來之星同學代表向朱堅（中）贈
送團服。 俞晝 攝

保護台胞權益 同享改革紅利
人大常委會通過修改台胞投資保護法決定 明年1月1日起施行

重慶台商熱議「26條」：
盼地方盡快出細則

官方媒體報道稱，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
會議23日上午聽取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

同胞投資保護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23日下午，
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對該草案進行了分組審議。與
會人員一致認為，對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進行修正，非
常必要且及時，將進一步保護台胞投資合法權益，更好
地鼓勵和促進台胞投資。

擴大兩岸經貿合作
根據決定，將該法第七條第一款修改為：「台灣同胞
投資，可以舉辦全部或者部分由台灣同胞投資者投資的
企業（簡稱台灣同胞投資企業），也可以採用法律、行
政法規或者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投資形式。」；將第九條
改為第八條，修改為：「台灣同胞投資企業依法進行經
營管理活動，其經營管理的自主權不受干涉。」；刪去
第八條和第十四條。
蔣成華表示，此次修改的主要有兩點，一是刪除了關

於舉辦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審批和備案的相關規定；二是
完善了台灣同胞投資方式的相關條款。雖然修改的條款
不多，但是意義重大，有利於優化台灣同胞來大陸投資
的投資環境，進一步擴大兩岸之間的經貿交流合作。
蔣成華還指出，在此次修法審議過程中，有常委會
組成人員提出，建議在充分吸收惠台政策的基礎上，
研究對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進行綜合性修改。就此問
題，商務部將會同有關部門進行認真研究，抓緊啟動
調研論證工作，充分徵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的意見，
並根據實踐需要，適時向立法機關提出進一步修法的
建議。
該決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根據該決定作相應修改並對條文
順序作相應調整，重新公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新社報道，位於福建省
漳州台商投資區文圃工
業園的海峽兩岸（漳
州）設計創意中心28
日啟幕。據披露，該中
心總建築面積近4萬平
方米，規劃引進工業設
計為主的設計產業鏈，
打造服務海峽兩岸及漳
州市工業設計產業發展
的特色載體，助推產業
轉型升級。
海峽兩岸（漳州）設

計創意中心相關負責人
稱，該中心將作為海峽
兩岸工業設計大賽的永
久承辦點，為滿足企業
展示、對接、宣傳等需
求，還首設「專精特
新」優秀工業產品展示
館，已吸引近150家企
業、1,500多件產品參
展。
項目運營方廈門國貿

資產運營集團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周為民披露，
中心已有國家級工業設
計企業廈門拙雅設計等
3家企業入駐，並有10
餘家海峽兩岸工業設計
企業正在洽談。
周為民還表示，將通
過對接台灣高校機構及
設計研究所，致力於將
中心打造成兩岸人才集
聚、成果共享、融合創
新的常態化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昨日表

決通過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

投資保護法》的決定。商務部條法司副司長

蔣成華表示，修改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目

的就是要做好法律之間的銜接，使台灣同胞

同步享受改革紅利，以更好地鼓勵和促進台

灣同胞投資，更好地保護台灣同胞投資的合

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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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新發佈的『26條措施』把台企台
胞照顧得無微不至，台商在大陸的
發展再次迎來難得契機。」重慶市
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會長黃光志
說。
重慶是大陸中西部最大的台商台

胞聚集地之一。27日下午，來自重
慶市科技、食品、商貿等多個領域
的台商會聚一堂，暢談「26條措
施」給他們的工作生活帶來的變
化。
上個月，國務院台辦、國家發展

改革委經商中央組織部等20個有關
部門，出台《關於進一步促進兩岸
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簡稱「26條措施」），旨在推動

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為台
灣同胞、台灣企業提供更多同等待
遇。
「對我們持有台灣居民居住證的

台胞來說，『26條措施』進一步確
保了我們的權益，解決了很多具體
問題。」黃光志認為，「26條措
施」是對「31條措施」的補充和延
伸，釋放出滿滿誠意和善意。
在大陸打拚了27年的台商呂尚奇

對「26條措施」中的部分內容深有
感觸，「過去台商在大陸要獲得金
融方面的服務不太便利，現在政策
放開了，這對台商在大陸的發展是
非常大的助力。」呂尚奇說，大陸
的營商環境和生活環境越來越好，
台商對未來在大陸的發展越來越有
信心。
台商臧鴻遠說：「重慶地處『一

帶一路』與長江經濟帶聯結點，是
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支點，區位優勢
明顯，再加上惠台舉措的實施，重
慶投資機遇更加凸顯。」

在重慶創業的台商潘建文對於
「26條措施」中第19條提到的「台
灣文創機構、單位或個人可參與大
陸文創園區建設營運、參加大陸各
類文創賽事、文藝展演展示活動」
等內容，感到既驚喜又感動。
「這項政策讓我們公司在文創方

面有了更多競爭優勢，現在公司文
創項目能對接的客戶更加精準，數
量也更多，這對在大陸創業的台商
來說是很大的鼓舞。」潘建文說，
「公司未來將在重慶對接更多文創
項目，我看好這裡的發展。」
在熱議各項惠台舉措之餘，台商

們還積極分享在重慶工作、創業、
生活經驗，結合舉措落實提出了意
見建議。
「國家層面出台『26條措施』

後，我們希望在地方的落實過程中
有更多細節上的規範，這對推動台
商在大陸的發展將有很大幫助。」
臧鴻遠等台商說，希望能盡快出台
細則，讓大家早日享受政策紅利。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昨日
表決通過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
胞投資保護法》的決定。 中新社

■■圖為今年圖為今年66月參加第十一屆海峽論壇月參加第十一屆海峽論壇··第三屆海峽兩岸第三屆海峽兩岸（（漳漳
州州））青年交流周的台灣青年走進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資區參訪交青年交流周的台灣青年走進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資區參訪交
流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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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漳州）工業設計創新大賽獲獎
作品展。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