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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繼廈門建

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廈門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之後，又有一批台企或將登陸大陸資本

市場。從福建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日前公布

的2020年度省重點上市後備企業名單可見，

福建福順微電子有限公司、宸展光電（廈

門）股份有限公司、宗仁科技（平潭）有限

公司等多家台企入選。

多家台企備上市 擴大融資搶商機
福建正成為台企擁抱大陸資本市場「試驗田」

對此，多名涉台專家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福建推
進對台金融創新成效逐步凸顯，在閩台企加速擁

抱大陸資本市場，進一步擴大融資渠道。
福建是兩岸融合發展先行先試區域，近年來穩步推進
對台金融交流合作。福建官方2019年發布的《關於探
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的實施意見》明確提出，加快
對台金融合作先行先試，推進兩岸合資證券項目，推動
建設服務台資企業的專業化區域性股權市場。

首家兩岸合資證券公司揭牌
今年以來，在閩台企積極擁抱大陸資本市場。7月30
日，廈門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登陸A股，也是
2020年首家在大陸上市的台企。廈門銀行日前也發布了
公開發行股票初步詢價結果，確定此次發行價為6.71元
人民幣/股，發行股票數量為2.64億股。
同時，大陸首家兩岸合資證券公司——金圓統一證券

有限公司9月25日在廈門揭牌開業。該公司董事長薛荷
說，公司業務範圍為證券經紀、證券自營、證券承銷與
保薦，將為台資、台企、台胞參與資本市場帶來前所未
有的機遇。

進入陸市場將更助台企發展
國台辦經濟局局長張世宏今年9月在福建舉辦的第十

二屆海峽論壇上說，「這是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必然成
果。」他指出，更多台資企業進入大陸資本市場將有助
於改善大陸資本市場的質量，台資企業在大陸A股上市
沒有任何政策障礙。
福建正成為台企擁抱大陸資本市場的「試驗田」。福

建社會科學院現代台灣研究所副所長蘇美祥認為，在閩
台企進入大陸資本市場，是與大陸企業享有同等待遇的
具體實踐。
蘇美祥表示，兩岸資本市場融合是兩岸融合發展的重

要領域。福建是兩岸融合發展先行先試區域，經濟發展
持續向好，為在閩台企積極擁抱大陸資本市場提供了信
心和動力。

剛入選2020年度省重點上市後備企業的宗仁科技
（平潭）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集成電路設計服務的創
新型半導體技術公司。該公司總經理陳孟邦認為，進入
大陸資本市場，將進一步助力台企更好、更規範化發
展。

陸正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
自登陸大陸A股市場後，廈門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股價一路上揚。該公司總裁陳岱樺指出，近年來，
大陸資本市場改革逐漸取得成效，吸引越來越多的台資
企業登陸或者計劃登陸。
他說，大陸正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

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將為兩岸經濟合作特
別是台商台企在大陸發展提供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空
間。上市募集的資金將主要用於擴大招募人才、加強投
入研發及加強智慧製造提升產能三方面，進一步壯大公
司。
蘇美祥表示，台企在大陸上市，不僅融到了企業發展

壯大所需的資金，還贏得了明顯的品牌形象加分效果。

面對疫情防控常態化的新形勢，在閩台企應重視大陸經
濟發展的新動向，抓住大陸資本市場快速發展的機遇，
加緊轉型，搶佔商機。

陸學者：國民黨破壞國共互信危害大
中國國民黨立法機構黨團提

出「台美復交」、「台當局應請
求美國協防台灣」兩項決議案，
已於10月6日在立法機構通過。
上海市台灣研究會會長、上海國

研院副院長嚴安林就此接受採訪時指出，國民
黨立法機構黨團提出的這兩項決議案違背了
2005年以來國民黨所確立的兩岸政治和解的路
線、違背了台灣地區的相關法律規定、違背了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潮流和國際社會的一中格
局。其危害性很大，既不利於兩岸關係的和平
穩定，也破壞了國共的互信，又會助長民進黨
當局繼續挑釁兩岸關係。

嚴安林分析，這兩項決議案的提出危害性
很大，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不利於

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國民黨有關人士提出
的兩項決議案實際上是「開錯了藥方、吃
錯了藥」，甚至是「請鬼開藥方」。因為
美國才是引發台海地區不穩定的重要外在
根源，「請求美國協助來抵抗大陸」恐怕
是引狼入室，某種程度上說是「與虎謀
皮」，很有可能會引火燒身。眾所周知，
當前台海不穩定的根源是民進黨蔡英文當
局一直在謀求「台獨」，表面上維持現
狀，實際上挾洋謀「獨」，包括大力提升
跟美國之間的關係。而大陸當前在台海搞
的一些軍演，其宗旨在於制止「台獨」，
謀求兩岸穩定。兩岸目前出現的一些緊張
不穩定的局勢，其根源不是大陸的軍演，
而是民進黨的謀「獨」。

其二，破壞了國共的互信。嚴安林說，國
民黨跟共產黨有政黨交流機制和政黨交流平
台，國民黨立法機構黨團提出的這兩項決議
是破壞了國共之間的互信，也不利於政黨平
台之間開展正常的交流。實際上，國民黨有
關人士的這樣一種做法是放棄了其原來在兩
岸政策上的優勢，是在拿香跟拜民進黨、跟
民進黨比賽誰更「反共愛台」。這樣的做
法，使國共之間的互信受到了嚴重破壞，也
不利於國共政黨交流的順利展開。

其三，會助長民進黨當局繼續挑釁兩岸現
狀。嚴安林說，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向民進黨
靠攏，這在民進黨看來似乎是證明了其兩岸
政策的「正確」。雖然國民黨立法機構黨團
的用意是想跟民進黨比誰「更愛台灣、更加

親美」，但是這種行為不僅引狼入室，而且
會導致民進黨更加為所欲為。

國民黨找錯選舉失利病根
嚴安林分析，國民黨部分人士在兩岸政策

上跟着民進黨走，可謂是拾人牙慧。國民黨
在選舉中失利，並沒有去檢討根本原因；而
民進黨也在污名化國民黨，給其戴「紅帽
子」，導致國民黨部分人士找錯病根、將選
舉失利的原因歸結為「跟大陸關係好」。

他指出，主張兩岸交流、主張兩岸和平穩
定依然是台灣的主流民意。如果國民黨能在
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穩定上佔據主動、給台灣
老百姓交出一份靚麗的成績單，國民黨仍舊
會佔有很大的政策優勢。 ■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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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通社報道，一台軍8日
下午在金門操演時發生
意外，一輛戰車撞到電
線杆後翻覆起火，造成
一死一傷。台灣陸軍金
門防衛指揮部表示，烈
嶼守備大隊戰車連當天
下午實施「聯合反登陸
操演」，一輛戰車在回
營區途中疑車速過快撞
上電線杆，導致翻覆並
起火燃燒。
消防人員隨後趕到現

場將火勢撲滅，車長受
困車底沒有生命跡象，
送醫急救仍宣告不治；
另一名士兵受輕傷送醫治
療，意識清楚沒有大礙。

■廈門建霖健康家居7月成功登陸上海A股，成為今年
首家在大陸上市的台資企業。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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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博董事局主席何超鳳透過視像錄影致
辭，向祖國送上衷心祝福。她表示，今

年初大家度過一個不平凡的春節，面對來勢
洶洶的疫情，中國迅速行動，中華兒女萬眾
一心、團結奮鬥，展現出強大的愛國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世界是一次嚴峻的挑戰，
亦同時讓全世界見證中國智慧、中國經驗、
中國力量和中國胸懷。中國在有力防控疫情
的同時，亦有序推進教育教學、復工復產，
並一直積極為其他國家提供援助，贏得國際
社會的讚譽。她說，在中央政府的關心和支
持下，在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帶領下，澳
門撥開雲霧見月明，剛度過一個不平凡的中
秋節。隨着橫琴新口岸開通、中央重啓全國
赴澳門旅遊簽注，以及特區政府推出「擴客
源，興經濟，保就業」計劃，不斷為澳門旅
遊業和經濟復甦注入新動力。她表示，澳博
支持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致力打造「上
葡京」成為大灣區一個重要的旅遊品牌，度
假村以澳門中西文化薈萃為主題，融入「中
國風」藝術特色，可從中反映澳門作為中西

文化交流平台的歷史優勢，以及澳博弘揚中
華文化、促進多元文化交流的使命。她表
示，澳博植根於澳門，傳承何鴻燊「愛國愛
澳」精神，致力增進年輕一代了解國家歷史
和發展成就，了解新形勢下中國與世界的關
係，增強青年的國家安全意識和國家安全責
任，確保「一國兩制」事業在澳門行穩致
遠。她衷心感謝員工與公司同心同行共跨疫
境，並勉勵員工要繼續講好澳門故事，一個
快樂、智慧、可持續、具韌性的澳門故事。
澳博常務董事兼澳博員工福利諮詢委員會主

席梁安琪致辭時表示，祖國採取了果斷有效的
舉措，在抗疫戰中取得重大勝利，同時展現了
氣魄宏大的大國風度，讓中華兒女倍感自豪。
澳門在祖國的支持及行政長官的帶領下，抗疫
取得成效，同時積極推動其於大灣區中心城市
的作用，堅定實踐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
制」。她說，澳博作為本澳土生土長的企業，
必定全力支持政府實現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
心」及發展多元產業的目標，希望全體員工秉
承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開拓進取的奮鬥精神，

不斷提升自身競爭力。同時，澳博積極配合和
支持政府的本地化政策，讓本地員工有更多就
業和向上流動機會，貫徹何鴻燊「以人為本」
的原則，致力提升員工福利，推動勞資雙方達

至共贏。
隨後，澳博董事和管理層與在場員工共同舉

杯，祝願祖國繁榮昌盛、國泰民安，澳門經濟
發展、和諧穩定。

海口觀瀾湖華誼馮小剛電影公社第五大主題景區老北
京景區日前舉行了開街儀式，新景區正式對遊客開放。
全國政協委員、觀瀾湖集團主席兼行政總裁朱鼎健，華
誼兄弟董事長王中軍一同出席活動並致辭。儀式上海南
省和海口市政府領導、王中軍、朱鼎健一同主持擊鼓，
宣布老北京景區正式開放。
朱鼎健致辭時表示觀瀾湖華誼馮小剛電影公社是三個

合作夥伴在海口打造的一個電影烏托邦，一個文旅融合
的成功案例，隨着老北京景區的開放，電影公社五大景
區全部落成，希望為海南文旅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和元
素，助力海南自貿區建設。
王中軍表示觀瀾湖華誼馮小剛電影公社是華誼兄弟首

個投入運營的實景娛樂項目，從2014年的1942街，到

2015年的南洋街和2017年的芳華小院，再到今天的老
北京景區，希望用優質內容不斷豐富項目體驗，持續為
遊客帶來新的驚喜和感動。
老北京景區還原了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建築風
貌，有70多棟建築景觀，總建築面積4.1萬平方米，
是電影公社建築面積最大的主題景區，也是繼1942景
區、南洋景區、星光大道和芳華景區之後，電影公社
的第五個主題景區。由著名電影美術指導石海鷹、田
曉希率領的團隊擔綱設計，景區集合老北京風情建築
集群的精華，真實還原了新中國成立後至上世紀70年
代老北京城的歷史韻味，特別是融入再現了電影《老
炮兒》裏的北京胡同元素，還原老北京生活的縮影，
更顯京味十足。

日前，香港中銀國際副董事長、香港兩岸
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會長林廣兆專程到訪旭達
國際物流集團，恭賀該公司喬遷誌慶，並向
董事會及各位員工表示親切慰問。旭達物流
董事長、香港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永遠榮
譽會長蘇永安，及全體員工熱烈歡迎林廣兆
到訪，並予熱情接待，賓主握手言歡，倍添
溫馨。
林廣兆向旭達物流經營團隊衷心致意，對

公司蒸蒸日上的業務發展深感欣慰。他還與
員工們親切會談，詳細詢問大家的工作及生
活情況，高度讚揚全體員工在疫情期間同心
協力，堅守崗位，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並
勉勵公司管理層及員工上下團結一致，風雨
與共。臨別之前，林廣兆除與員工們合影留
念外，還餽贈賀節果籃月餅及親筆題寫的墨
寶「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祝願集團
把握新機遇，迎接新挑戰，再創新成就。

香港青年工業家
協 會 （ 下 稱
「YIC」）素來熱
心關注各項香港及
內地事務，積極回
應政府政策，反映
工業界意見。為回
應政府現正進行的
2020《施政報告》
公眾諮詢工作，
YIC日前就《施政
報告》提交建議
書，希望政府可以
審慎考慮工業界的
意見，與業界共同協作，保持香港經濟繼續繁榮。
YIC建議，在現階段應發展出與疫情共存的「新常態」，在保障市民健康

的前提下盡快推出多項優惠政策及就業計劃重振經濟，亦希望政府透過擴闊
香港「再工業化」定義、鼓勵中年再培訓、放寬「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等措
施幫助促進香港工業發展。
YIC同時針對政府現有的資助計劃，例如「BUD專項基金」、「創意智優

計劃」、「設計業與商界合作計劃」及「企業支援計劃」等提出優化建議，
有望惠及更多申請人。YIC在建議書中亦提出多項有助香港與內地及世界更
緊密接軌的建議，力保香港的國際領先地位。

和發會會長林廣兆到訪旭達國際物流集團

■朱鼎健在活動現場致辭。

YIC就2020年《施政報告》
提交建議書

■YIC就2020《施政報告》提交建議書（左起：副會
長蔡俊杰、副會長陳偉聰、會長廖錦興、常務副會長張
益麟、副會長高鼎國）。

■林廣兆（左）到訪旭達國際物流集團，蘇永安
（右）帶領員工熱情接待。

觀瀾湖華誼馮小剛電影公社老北京景區開放

■

梁
安
琪
（
中
）
及
黃
顯
輝
（
左
二
）
等
與
員
工
祝
酒
共
賀

國
慶
。

澳博與員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1周年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澳博」）聯

同澳博員工福利諮詢委

員會、澳博勞資協商委

員會日前假新葡京酒店

宴會廳舉行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71周年

國慶酒會。澳博常務董

事梁安琪、董事何猷

亨、秘書長官樂怡、澳

博勞資協商委員會顧問

黃顯輝，以及公司管理

層及部門主管合計約

200人出席國慶酒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