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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社报道 第十二届海峡两

岸(泉州)农产品采购订货会(简称“农

订会”)9 日在福建南安落幕，台农、台

商抱团参展寻觅商机，共话“两岸一家

亲”。办展 12 年来，两岸农产品借农

订会平台垂直深耕，“台”“农”味道浓。

“两岸经贸往来十分频繁，两岸之

间的经贸、民心交往会越来越紧密、

粘 合。”台湾创鑫生机股份有限公司

营运总监宋文正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

时表示，两岸农产品合作的前景十分

广阔，大陆有庞大的内需市场，台湾能

提供技术和加工便利，有助于双方相

辅相成。

统计数据显示，本届农订会吸引

了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协会、高雄市世

贸会展协会、台东县工商发展投资策

进会、澎湖县政府工商发展投资策进

会等组团参展，来自台北、高雄、新北、

台中等台湾 13 个县市、229 家企业参

展，展会同期举办了 14 项配套活动及

3场品牌推介会。

来自台湾南投县的鹿谷明界制茶

厂负责人陈明界第一次参加农订会，

祖籍福建漳州的他十分看好两岸农产

品的合作前景。“参展一方面有寻根的

意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深入了解大

陆的市场，多结交大陆的朋友。”

“两岸始终是民心相通的，大家不

论相隔多久、相距多远，都会一见如

故。”陈明界表示，通过农订会让大陆

民众体验台湾的美食特色，也要让台

湾民众感受到大陆的食品风味。

台湾“球哥在关山”负责人林振球

今年系第二次参展，展位吸引了不少

大陆客商的注意。“大陆物产丰富，市

场 规 模 十 分 大 ，民 众 消 费 能 力 也 很

强。”林振球表示，“福建与台湾相邻，希望能够在这里重新找

到安身立命的所在，实现两岸的互利共赢。”

“农订会每年都在进步，越来越多的台湾冷冻生鲜产品进

入大陆市场，丰富民众的餐桌。”台湾盛洋冷冻食品董事长苏

国泰也表示。

除了在农副产品方面展开经贸合作，两岸客商还围绕种

植技术转移合作、农业技术培训等展开交流，进一步对接两岸

农贸商超、新鲜果蔬渠道、水产基地合作等。

林振球说，希望借由来大陆开拓市场的机会，把台湾的文

创、农产品特色和精致包装方面的观念带到大陆分享交流，共

同推动两岸农产品的发展。 （陈龙山 孙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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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上，各类台湾特色美食和产品令人目不暇接。

本报北京讯 （见习记者 谭耀华 记者 周

福志） 9 月 11 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京

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这是国台办今年暑期

之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

晓光对近期民进党当局与“台独”势力的恶劣

行径予以痛斥，并就惠台措施进一步落实情

况、两岸交流的前景等问题答记者问。他强

调，两岸同胞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是任

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谈两岸交流合作
主流民意是阻挡不了的

对于下半年的两岸各项交流活动的开展，

马晓光表示，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有利于增进

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融洽亲情，符合两岸同胞

共同利益。尽管民进党当局百般阻挠，却阻挡

不了台湾同胞参与两岸交流，共享祖国大陆发

展机遇的热情。

马晓光介绍说，今年以来，来往大陆的台

胞人数持续稳定增长。特别是进入暑期后，两

岸交流也进入热季。河北、北京、山东、河南等

省市成功举办了一系列两岸经贸交流活动，达

成了一批两岸经济合作项目。由台北市体育

局、上海市体育局等主办的 2019“海峡杯”篮球

邀请赛在台北开赛，1000 多名青少年球员分别

参加大学、高中和初中男女组激烈角逐。8 月

25 日至 30 日，第三届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

在台中、彰化两地举行，来自两岸 23 支大学生

棒球队的 600 多名选手参加比赛。8 月 28 日，

2019 海峡两岸八极拳技艺交流大会在山东德

州开幕，两岸 800 多名八极拳高手以武会友，共

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对于下半年的两岸各项交流活动，马晓光

介绍道，接下来，浙江、贵州、四川、广西、重庆

等省区市将陆续举办两岸经贸交流活动。9 月

17 日，以“共享机遇·融合发展”为主题的 2019

浙江·台湾合作周将在杭州开幕并举办主场活

动，宁波、温州和嘉兴 3 市还将举办专场活动，

共计 50 多场经贸活动，推进浙台产业对接合

作。今年下半年，多个省区市还将在体育、青

年、文化、民间信仰等多个领域举办一系列形

式多样、生动活泼的两岸交流活动。

马晓光强调，这充分说明，两岸同胞要交

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

阻挡不了的。

篮球运动员林书豪将在中职篮征战的消

息也被媒体关注。据悉，父母来自台湾的美籍

华裔篮球运动员林书豪，日前已签约北京首钢

俱乐部，将参加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马晓

光表示，欢迎林书豪来北京打球。而且近年

来，中国篮球协会专门出台了相关政策，为台

湾球员来大陆参加职业联赛创造机会。据了

解，新赛季 CBA 联赛共有 7 名来自台湾地区的

球员注册。欢迎今后有更多的台湾运动员来

大陆发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台陆委会日前

呼吁台湾民众不要赴大陆参加国庆的相关活

动。马晓光对此回应称，我们将举办一系列庆

祝活动，届时将邀请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代

表共襄盛举。广大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

分子，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定然

不能缺席。民进党当局打压两岸交流活动，阻

挡不了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历史

大势

痛斥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
“港独”“台独”都是毒瘤

日前，乱港头目和“港独”分子到民进党总

部时，有很多台湾民众手持五星红旗抗议，批

评“港独”是死路。马晓光对此表示称，“港独”

和“台独”都是毒瘤，严重损害两岸同胞、香港

同胞的利益，损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如果

任由“两独”合流，不仅祸害香港，也终将会祸

害台湾。

马晓光还说，民进党当局在近期香港事态

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煽风点火，推

波助澜，与“港独”势力相勾结，企图搞乱香港，

破坏“一国两制”。他们不断借机攻击诬蔑大

陆，煽动岛内民粹，制造反中恐中的氛围，捞取

选举利益。近日，更置台湾民众的安全和福祉

于不顾，公然邀请“港独”分子访台、为暴力激

进分子提供庇护，让台湾成为“避罪天堂”，为

祸台乱台打开大门。

新学期已经开始，针对民进党当局推“台

独”新课纲一事，马晓光称，民进党当局这次推

出了充斥“去中国化”“台独”内容的新课纲，不

仅荼毒台湾年轻一代，更进一步破坏两岸关

系，加剧两岸的对抗。但是，任何“去中国化”

行径都无法割裂两岸历史连结，都无法改变台

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民进党当局的这一

倒行逆施、数典忘祖的行为，已经遭到台湾社

会的强烈反对，还必将继续遭到两岸同胞更加

强有力的遏制和打击。

在台立法机构推动所谓“中共代理人修

法”的问题上，马晓光指出，民进党当局和“台

独”势力错估形势，变本加厉再次企图修改有

关规定，进一步暴露“台独”本质。岛内舆论称

该法为“新戒严法”，一针见血点出问题要害。

国台办正告民进党当局，必须悬崖勒马。

近期，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的暂停也对岛

内旅游业造成了巨大影响。马晓光在发布会

上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表示，大陆游客减少根

本原因在于民进党当局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政治基础，不断鼓噪“台独”活动，伤害

大陆同胞的感情，不可能不影响大陆民众赴台

旅游的意愿。

在大陆电影业界暂停参加 2019 年金马影

展的问题上，马晓光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制

造事端破坏两岸关系，一些台湾政治势力利

用两岸交流活动发表“台独”言论，破坏两岸

交流，大陆电影业界暂停参加 2019 年金马影

展，这个责任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难辞

其咎。

评价惠台措施进一步落实
涉征信、文艺交流、居住生活

马晓光还介绍了近期大陆各地各部门落

实“31 条惠及台胞措施”的新进展，涉及两岸征

信合作、学术交流、文艺交流、便利台胞居住生

活等。

马晓光介绍，在两岸征信合作方面，福建

品尚征信有限公司与台湾中华征信所签署全

面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推进民间征信融合。

在促进两岸学术界交流互鉴方面，马晓光

介绍，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7

月 11 日公告，将 15 个学科 30 种台湾人文社科

类学术期刊纳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

库来源期刊目录。他表示，这将为在大陆工作

的台湾同胞学术成果纳入工作评价体系创造

有利条件。

在促进两岸文化艺术交流方面，马晓光介

绍，据初步统计，目前国家艺术基金已收到 12

个与台湾地区机构或单位开展合作项目的申

请，另有 19 位来自台湾的艺术家申报了青年艺

术创作人才项目。他指出，8 月 19 日由中华文

化联谊会及来自海峡两岸设计公司等多方共

同举办的“中国印象——中国世界遗产文创设

计产品展”，体现了海峡两岸共同传承和弘扬

中华文化的丰硕成果。

在便利台胞居住生活方面，马晓光介绍，

北京市台办启动了面向在京台胞公共租赁住

房专项配租工作，首批共筹集 40套房源。

马晓光表示，迄今已有包括 28 个省区市在

内的 99 个地方结合当地实际出台具体实施意

见。吉林省发布 36 条实施办法，四川省成都市

发布 54 条实施意见，北京等地还公布了实施细

则，对各项措施的申报条件、办理程序、责任单

位、联系电话逐一作出详细说明，为台湾同胞

享受相关措施提供更多便利。

马晓光强调，国台办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

和地方，持续做好“31 条措施”落实工作，及时

协调解决广大台胞台企普遍关心的问题，为台

胞台企在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利，创造更好

条件。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强调

两岸交流合作的主流民意无法阻挡
广大台湾同胞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定然不能缺席

发布发布
新闻新闻

谈新党的“一国两制台湾

方案”：

新党成立 26 年来，一直

主张两岸和平统一，坚定支持

一个中国、反对“台独”，我们

对此高度赞赏。我们愿与包

括新党在内的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反对“台独”的台湾各党派、团体和

人士就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有关问

题开展对话沟通。

谈郭台铭“两岸是两个独立的政治

体”言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和大陆同

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

分割，也不容分割，这是基本的法理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现实。在两岸关系

改善和发展的问题上，坚持体现一个中国

原则的“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关

系就会改善和发展，两岸同胞的利益就会

得到维护和增进。反之，两岸关系就会受

到损害，台海局势就会出现动荡，台湾同

胞的利益和福祉就会受到损害。

谈香港局势与“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

科学构想，它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照顾了

各方利益，对于台湾来说，这是一种最佳

的选择。在台湾“一国两制”方案的探讨

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强调了“三个充

分”，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

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

湾同胞利益和感情。我相信，随着时间的

推进，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能够正确看

待、理解并最终接受“一国两制”。

谈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原主席、中华基

金会原董事长王津平先生逝世：

王津平先生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台

湾同胞的杰出代表，台胞爱国统一阵营的

杰出领袖和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矢志

不渝推动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台独”，坚

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积极追求

社会进步和公平正义，为祖国统一和民族

复 兴 贡 献 了 巨 大 的 心 力 。 中 共 中 央 台

办、国务院台办对他的去世表达沉痛的

哀悼。

国台办新闻发布会热点回应摘编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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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鹿港镇埔头街 8 号的“春林

雅堂”，古香古色的小古董、手工艺品琳

琅满目。屋顶褪色的横梁上，龙、狮、花

鸟等多对雀替雕工精湛又不失古朴。

在老街有一百八十余年历史的老

建筑“意和行”出生、年逾古稀的施钊林

先生是春林雅堂的主人。“这些古董代

表着鹿港手艺人的成就，我从小住在老

街，有使命保护这里的传统。”他说。

鹿港小镇，位于台湾中部彰化平原

西北鹿港溪口北岸，西临台湾海峡。清

朝时期，鹿港港阔水深，1784 年与福建

正式设港口开渡，彼时其繁华在台湾仅

次于台南府城，故有“一府二鹿三艋胛”

之说。据介绍，港口和市街结构上，小

镇也保留了福建风味，有“繁华犹似小

泉州”的美名。

瑶林街、埔头街所在的鹿港老街，

顺着蜿蜒的河岸而建。这里曾是“船头

行”聚集地，主要进行大宗货品交易，为

商业鼎盛期最繁华热闹的街区之一，也

称“古市街”。其中，瑶林街地名也源于

泉州，寄托着先民对原乡的情感。

随着港湾淤浅、往来行船贸易功能

式微，又非铁路所经之地，鹿港的人口

逐渐外移，繁华不再，不过老街清代闽

南式建筑格局与风貌得到比较完整的

保存。1986 年，鹿港老街获编列预算、

整修维护，成为全台首个评定为古迹保

存区的街区。

“这条街区不一样，这里有传统工

艺、文创产品，也有普通住家的生活面

貌，是常民文化的呈现，有温度。”彰化县

鹿港老街发展促进会总干事魏秀娟说。

诚如所言，漫步在老街红砖道上，

近三百年历史的街屋、彩绘、石阶、水井

古意犹存，门窗上的红色楹联皆以自

家主人姓名或店铺行号为联首，少有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鹿港老街处处透

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春林雅堂内摆设的老物件，大大

小小有百余件。“这些都是小时候的回

味。”施钊林说，尽一己之力收藏并摆

在店里供大家免费参观，就是希望人

们能从这里走入“时间隧道”，感受老

街的岁月流光。

“东升记”是老街上另一个探寻古

董和古代服饰的好去处。热衷收集古

代匾额的店主萧忠义特意在店对面开

一间茶室，他视为镇店之宝、有光绪御

印和题字的“贡元”匾额，就挂在茶室

墙上。此外还挂有进士匾、诰命匾、文

魁匾、“维真尚贤”匾等不一而足。兴

致所至，萧老板还会带茶客去看他珍

藏的清中期泉州千工佛龛。

老街上人流最多之处是创立于清

光绪十三年(1887 年)的老店“郑玉珍糕

饼”，由泉州名师郑槌来台所创。这里

现做现卖的“凤眼糕”，造型独特又意涵

富贵。

目前，“古市街”住商百余户。“松下

斋”“松林居”“德润堂”……街上每一个

堂号或商号匾额背后几乎都有一段历

史故事。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

霓虹灯。鹿港的清晨鹿港的黄昏，徘徊

在文明里的人们。”夕阳西下，鹿港老街

坚守传统工艺文化、乡情人情的在地居

民，让这里古韵流转、生生不息。

“鹿港老街值得一走再走。这里能

看到两岸彼此连接的生活面貌和历史

原点。”魏秀娟说。

9 月 10 日,“反殖民与台湾光复”图文展第 35 站在台

北开展。展览内容包括序言、誓不臣倭、始政与耻政、反

占领之战、武装抗日、殖民统治与教育、文化抗日、雾社起

义、参加抗战、民族纯血的脉动、台湾光复等 14 个单元。

图为策划编撰“反殖民与台湾光复”图文展的作家蓝博洲

在整理展板。

陈 斌 摄影报道

“反殖民与台湾光复”图文展
台北开展

鹿港老街流淌不息的百年古韵
□邢利宇 杨程晨

图为鹿港有 180余年历史的龙山寺。

据中新网报道 2019 成都(高新)海峡两

岸青年科技发展交流会 9 月 9 日至 12 日在蓉

举行。

此次交流会持续 4 天，包括成都(高新)海

峡两岸青年创业项目决赛、成都(高新)海峡

两岸科技及生物技术研讨会、台资企业对接

会、营商环境考察、台湾青年创业项目落地注

册、成都市人文环境考察等专场活动。

9 月 9 日，来自海峡两岸的多个创业团队

进行了现场路演，项目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文化创

意等产业领域。最终，包括篮眼睛科技有限

公司在内的 10 家台资初创企业，正式签约入

驻成都市高新区相关创业园。这些企业将在

资金、技术、要素、生态圈等方面获得成都市

高新区的服务保障，从而实现健康成长。

“近年来，四川立足台湾青年需求，陆续

出台政策举措，积极搭建服务平台，为台湾青

年来川交流、学习、实习、就业不断创造有利

条件。”四川省台办主任罗治平表示，目前，四

川已在成都、德阳等地建成四个海峡两岸青

年创新创业基地，吸引了 160 余个青创团队

和项目落户园区，有 800 多名台湾青年来川

创业就业。

此次活动由四川省台办主办，成都市高

新区管委会、成都市台办承办。 (王 鹏）

海 峡 两 岸 青 年 科 技 发 展 交 流 会 在 成 都 举 办

据新华社报道 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和香

港、澳门经贸合作研讨会 9 月 9 日在澳门举

行。100 多名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工

商界代表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为海峡两岸和

港澳地区带来新机遇”的主题进行深入交流。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

龙在开幕式致辞时表示，希望粤港澳大湾区

工商界坚持科技创新要素驱动，增进青年共

兴共融，推动商会间交流互鉴。在大家共同

努力下，大湾区一定能形成优秀的创新体系、

优良的生态体系、优质的服务体系和优越的

治理体系。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表

示，澳门需要继续努力发挥“一国两制”、中葡

双语、良好营商环境等优势，以语言文化为纽

带，以经贸合作为主题，以产业对接和专业服

务为支撑，以共同发展为目标。通过内地、澳

门、葡萄牙和欧盟，内地、澳门、巴西和拉丁美

洲，内地、澳门、莫桑比克及安哥拉和非洲三

条经贸路径，拓展葡语国家市场，服务大湾区

城市的高质量对外开放。

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有礼表示，《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澳门将承担

“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角色，促进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

本届研讨会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台湾工商企业联合会、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

澳门中华总商会合办。 （王晨曦）

海峡两岸及港澳经贸合作研讨会在澳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