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台 港 澳 新 聞

■責任編輯：王宇佳

2018年7月12日（星期四）

劉結一：
劉結一
：兩岸關係好 台才有前途
冀兩岸青年為實現祖國和平統一貢獻力量

興、王莉 杭州報道）由台灣中華
青雁和平教育基金會與大陸有關
民間團體共同舉辦的首屆“海峽兩
岸青年發展論壇”開幕式日前在浙
江杭州舉行，500 多位兩岸青年
參加論壇活動。中共中央台辦、
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浙江省
席、台灣中華青雁和平教育基金
會董事長洪秀柱出席開幕式。劉
結一強調，兩岸關係發展的歷程
充分說明，台灣同胞的福祉，特
別是青年一代的發展，與兩岸關
係息息相關。兩岸關係好，台灣
才有前途。兩岸關係改善發展，
進而實現統一，台灣才會有廣闊
發展空間，台灣青年一代也才會
獲得更大更好的發展機遇和舞
台。

自 2008 年
從台灣到杭州開
辦第一家幼兒園
之後，杭州愛爾堡國際教育集團董
事長林佳燕，目前已經在杭州擁有
四家連鎖幼教機構，並將之打造成
幼教界的優質品牌。2015 年以來，
她每年招聘台灣大學生到幼兒園工
作，已經接收了 10 多名大學生前來
實習，促進了台灣學生與大陸之間
的交流。
林佳燕表示，自己一路見證了
大陸的經濟起飛，現在生活條件提
高之後，人們對生活品質有了更高
的追求，加上全面放開“二孩”政
策，她的創業正好趕上了這一發展
紅利。
幼兒園事業上軌道了，林佳燕
開始嘗試影視文創產業，“三年
前，我開始試着把自己製作的影片
推廣到海外去，前後獲得了《中美
電影節金天使獎》、《休斯頓獨立
電影節雷米獎金獎》、《荷里活國
際電影節最佳外語片》，今年和愛
奇藝合作的節目，‘卡麥拉家族’
也入圍美國電視界最高獎項艾美
獎，這給我很大的鼓勵。現在我的
文創公司也開發了周邊產品，還有
了自己淘寶網店，我個人和我們台
灣青年文創團隊都覺得，這種經過
努力而收穫的成果才是甘甜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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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書記車俊，中國國民黨前主

台青：我抓住了大陸發展紅利

■首屆“海峽兩岸青年發展論壇”開幕
式于杭州舉行，劉結一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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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表示，兩岸青年是與新時代共同前進的一
代，要以“家國天下”為己任，共同承擔時代
賦予的歷史責任，做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推動者、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者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夢”的貢獻者。希望兩岸青年順應歷史大勢、
共擔民族大義，共同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為實
現祖國和平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洪秀柱在致辭中指出，未來“中國夢”的實
現，離不開台灣同胞的融合與參與，離不開兩岸青年
的相互理解與真誠合作。她期許兩岸青年致力於推動
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希望兩岸青年接受時代的考驗，
攜手共創新時代。
車俊表示，浙江已成為大陸與台灣往來交流合
作最為廣泛的省份之一。每年邀請 4,000 名左右台灣
青年學生來浙江交流，開展校際結對近 300 對，目前
在浙江就讀台灣學生達 400 多人。從 2011 年開始，
浙江每年邀請台灣大學生來浙江開展為期一個月的暑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期實習活動，7 年來累計邀請 1,411 名台灣學生。浙
江已有 8 個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累計入駐台
資企業及團隊 200 多個。目前在浙江就業的台灣青年
已達2,000多人。

台胞浙江投資累計逾500億美元
目前浙江籍在台人員有 100 萬，100 萬浙江人在
台灣有親屬，每年來浙江探親和旅遊的台灣居民超過
100 萬人次。截至去年底，來浙江投資的台資企業累
計超過 8,000 家，總投資額達 500 多億美元，居大陸
前列。近年來，浙江對台貿易進出口總額持續保持在
110 億美元以上。浙江良好的發展環境，吸引了越來
越多的台胞前來發展。來自台灣新竹的鍾先生，2012
年辭掉台灣新竹工業園工程師的工作，應聘到浙江工
貿職業技術學院當助理教授，在學校的扶持下，開辦
兒童科普知識培訓班，製作樂高機器人，生意非常火
爆。

消費者信心指數 港澳台“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由兩岸及港
澳地區高校合作推出的 2018 年第二季度消費者
信心指數 9 日在北京發佈。大陸（內地）消費者
信心大幅領先其餘三地，港澳台地區信心總指
數相近，均呈現“信心不足”。
消費者信心指數是消費者對經濟形勢各方面
進行綜合判斷後得出的主觀評價和心理預期。取
值在0至200之間，低於100表示受訪者“信心不
足”，高於 100 為“有信心”。該指數包括經濟
發展、就業、物價、生活、購房和投資六項分指
數。

大陸（內地）方面，消費者信心總指數為
102.5，處於樂觀區間，同比上昇 2.7，變動幅度
不大。從各分項指數來看，消費者的經濟發展、
就業、生活信心繼續保持在樂觀區間，購房信心
同比保持增長，物價相對平穩，但投資信心環比
回落幅度較大。
台灣的消費者信心總指數為86.7，較上一季
度下降2.1。觀察各項分指數，僅投資指數“偏向
樂觀”，其餘皆“偏向悲觀”。調查顯示，台灣
民眾最擔憂的是物價水平，信心指數僅為64.5。
香港方面，消費者信心總指數為86.8，與上

兩季度相同，仍處於近年高位。港人對本地經濟
發展、生活及就業較有信心；對物價、購房及投
資的信心不足。其中，港人購房的信心指數僅為
41.7，雖較上一季度有所回升，但仍處於低水
平。
澳門方面，消費者信心總指數為86.9，較上
一季度下降 3。各項分指數全線下滑，尤以投資
信心下降幅度最大。分析指出，由於受世界杯等
因素影響，2018年第二季度博彩業增速預期低於
第一季度，加上中美貿易摩擦臨近，較大程度上
影響了投資信心。

港保局擬改《入境條例》 嚴打假難民 港大中山設創新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自 2014 年
“統一審核”機制運行開始，大批假難民湧入香
港，不但濫用“免遣返聲請”，更以各種手法妨
礙或阻延審核程序，對香港經濟構成負擔，更令
“真難民”陷於審批“大塞車”。香港保安局近
日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修改《入境條例》，
縮短提交聲請表格的期限和收緊申請的處理，並
就關鍵程序加入多項較具體的規定，更有效地提
升審核效率。

讓入境處的個案主任有足夠時間審閱。
為避免出現聲請人無故缺席會面，保安局
建議訂明入境處與聲請人安排會面的程序和規
則，例如聲請人只可以因為“非常特殊”及“不
能控制”的情況申請將會面改期。
保安局並建議，提出上訴的期限由14日縮
到7日，如果聲請人在程序開始前棄保潛逃或失
去聯絡，將自動視作撤回聲請，一旦聲請人提出
撤回聲請或上訴，就不得重開個案。

交表時限49日縮至14日
保安局建議提交聲請表格的期限由現時的
49日，考慮大幅削減至14日，聲請人只可以在
“非常特殊”及“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在限期
屆滿前向入境事務主任提出書面申請要求延期。
局方建議，條文訂明聲請人必須在交回表
格時，一併提交所有相關支持其聲請的文件，或
一份擬於稍後提交的文件的清單，羅列該等文件
的性質，並解釋文件可以如何支持其聲請。所有
文件必須於第一次審核會面3個工作天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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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香港大學宣
佈，與廣東藥科大學（廣藥大）合作，在廣東
省中山市成立“廣藥大─ 港大創新平台（創
新平台）”，以及設立香港大學生物醫藥技術
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分支，共同在粵港澳大灣區
合作發展生物醫藥研發。港大副校長（研究）
賀子森表示，中山有雄厚生物醫藥中下游產
業，合作大大加速港大先進研發成果的技術轉
化和產業化，對大灣區生物醫藥發展有重要意
義。
賀子森及港大技術轉移處處長金信哲 9 日
見傳媒，公佈合作項目。創新平台啟動資金
9,000 萬（人民幣，下同），以及建立國家實驗
室的啟動資金1億元已到位，全數由中央和地方
政府撥款，5億元後續資金亦已準備到位。
賀子森表示，在中山市政府與廣藥大的
資源和資金的支持下，目標是於 5 年內為最少
10 項港大的科技成果成功商品化，以及發展
成為容納不少於 50 間初創企業的國家級科技
企業孵化器。

42社工系台生入閩實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日
前，42 名台灣社工系的大學生開始了在福建福州
為期近兩個月的實踐生活。他們來自台灣大學、
東吳大學、實踐大學等島內 14 所高校，八成為首
來族（首次到大陸的台胞）。
未來兩個月，他們將在福州 14 家社工機構進
行實習交流，內容涵蓋青少年兒童幫扶、社工發
展、社區治理、志願服務等多個領域。

港澳快訊

港生升中首三志願 5年新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升中派
位結果 10 日揭曉，本年度共有 49,554 名學生參
加中學學位分配辦法，人數連續兩年回升，為
2013年以來最高，不過同時整體獲派首三志願滿
意率卻微跌 1 個百分點至 89%，屬近 5 年來新低
水平。

中葡國家文化論壇澳門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與葡語
國家文化論壇日前在澳門旅遊塔舉行。本屆論壇
是“相約澳門——中葡文化藝術節”的亮點活動
之一，以“文化多樣性”為主題，邀請來自中國
及8個葡語國家的文化界代表、專家學者參加。

議員指澳門移民政策過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澳門電台報道，澳門議
員宋碧琪在書面質詢中表示，澳門“技術移
民”政策實施超過 20 年，最近廉署報告揭露的
問題，反映過去政策已經嚴重不合時宜。她促
請當局修訂“技術移民”政策，吸納真正高水
準的優秀專業人才來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