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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論壇廈門舉行 排除干擾擴民間交流

汪洋：落實31條予台企同等待遇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右）6日在廈門會見前來參加
第十屆海峽論壇的中國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 中新社

▲第十屆海峽論壇大會6日在廈門舉行。參加海峽論
壇大會的台灣嘉賓簽名留念
中新社

第十屆海峽論壇6日在廈門隆重舉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論
壇開幕式並致辭。汪洋強調，堅持體現一個中國
原則的 「九二共識」 ，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關鍵，而 「台獨」 分裂勢力及其活動是台海和平穩定
的最大威脅，必須堅決反對。汪洋還指出，將認真落實
《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在相關政
策方面對台企實行與大陸企業一視同仁的待遇。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從
2009年第一屆海峽論壇至今，作為兩岸
民間交流的重要舞台，海峽論壇已走過
十年不平凡歷程。作為一個涵蓋民間、
基層、青年的 「草根嘉年華」，海峽論
壇十年來，出台了一系列促進兩岸各領
域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為兩岸民眾搭
建了一個相互交流、溝通了解的大舞台
，有力促進了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等在發言
中表示，兩岸關係形勢越是嚴峻，兩岸
同胞越要堅定信心、排除干擾，開大門
、走大路。要堅持 「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進一步密切經濟合作與文化
交流，在鞏固通郵、通商、通航成果的
基礎上，大力促進通學、通婚、通就業
，使 「兩岸一家親」的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
此外，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
主任劉結一在廈門會見了前來出席第十
屆海峽論壇的中國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
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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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閩台經貿合作交流（27條）

• 支持台資企業與閩省國企合作，拓

展海內外市場，共同開展國際市場
併購重組

• 支持台灣地區投資者在閩獨資設立

醫院或合資（合作）設立其他醫療
機構，享受所在地公立醫院同等政
策待遇

• 支持在閩台資企業的境外母公司或

子公司按規定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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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台胞實習就業創業（22條）

• 台灣同胞來閩就業創業的，按規定

同等享受福建居民就業創業優惠政
策

• 大陸高校就讀臨床醫學專業碩士學

位的台灣學生，在參加研究生學習
一年後，可按照大陸醫師資格考試
報名的相關規定申請參加考試

專家
解讀

進一步開放市場 給台胞優惠措施

台灣競爭力論壇
理事長龐建國：全國
政協主席汪洋強調兩
岸交流新局面出現，
進一步擴大兩岸經濟
交流合作、深化兩岸
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就是 「硬的更硬、軟
的更軟」 。大陸透過
開放市場、給予同等
待遇等惠台措施，再
加上兩岸之間消長形
勢，在兩岸關係的主
導上情勢更加明顯。

北京聯合大
學台灣研究院兩
岸研究所所長朱
松嶺：台當局不
認同 「九二共識
」 ，兩岸關係形
勢嚴峻。這種情
況下海峽論壇依
然衝破島內「台獨
」勢力的阻撓，順
利召開，本身就
是兩岸關係互動
新模式的探索和
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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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閩台文化交流（8條）

• 繼續面向台灣同胞開展福建省非物

海
▲峽論壇首屆創意塗鴉大獎賽日前在廈門
集美大社完成塗鴉作業
新華社

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
人評選

• 支持在閩工作的台灣同胞申報國家

閩頒66條細則貫徹惠台31條
【大公報訊】記者何德花、蘇榕蓉
廈門報道：為落實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
室等部門出台的 「
31條惠及台胞措施」
，福建官方6日發布了《福建省貫徹〈關
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和我省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藝術
等方面的基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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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實施意見》。
福建省委書記于偉國表示，福建將
加快落實中央各部委今年年初出台的 「
31條惠及台胞措施」。據了解，此次新
發布的66條措施，覆蓋面廣、含金量高
、且不少是先行先試，做到關切台企台
胞的實際需求，針對服務性強。

支持台商設獨資醫院

方便台胞在閩安居樂業（9條）

• 逐步實現電子台胞證與大陸居民身

份證同等使用，便利台胞在閩銀行
開戶、入住酒店賓館、辦理搭乘飛
機動車手續、網上預約就醫

• 在閩台灣同胞繳交的住房公積金、

基本養老保險個人帳戶儲存額，在
大陸離職時經個人申請可以依據相
關規定一次性支取

廈門大學台灣
研究院副院長張文
生：海峽論壇是民
間交流，因此全國
政協主席汪洋講話
的重點放在兩岸交
流交往方面。汪洋
也強調兩岸民眾見
面三分情，這說明
不管兩岸政治關係
如何對立，大陸對
於推進兩岸人民之
間融合立場是不會
改變的。

（記者何德花、蘇榕蓉報道）

• 在閩實習實訓時間連續不低於15天

的，按照每人5000元的標準，由財
政分級補助承接單位

，感受兩岸交流。
在大陸有着很高知名度的台灣魔術
師劉謙，也首次與北京妻子一起參加 「
海峽論壇．兩岸婚姻論壇」。劉謙認為
兩岸聯姻是好事，雙方除了文化、經濟
等的交流，更需要深層次的交流。對於
「惠台31條」，劉謙很高興大陸公布了
加強兩岸影視交流的措施。
劉謙建議台灣青年要提高自己的技
能，大陸是個非常能磨煉人的地方，多
到大陸走走看看學習，然後找準方向再
就業或創業。

繼續推進兩岸社會融合

「兩岸一家親」更深入人心

福建惠台措施要點

兩岸開啟互動新模式

汪洋6日出席海峽論壇時指出，海峽
兩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種，是骨肉
相親、血脈相連的一家人，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堅
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 「九二共識」，
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也是
我們同台灣當局和各政黨進行交往的基
礎和條件。只要做到這一點，任何政黨
和團體同大陸交往都不會存在障礙。 「
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損害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煽動兩岸同胞敵意和對立
，是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必須堅
決反對。
汪洋指出，兩岸經濟聯繫密切、互
補性強，擴大深化經濟合作、促進經濟
融合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強大動力。
我們願意優先同台灣企業分享大陸發展
的機遇，將認真落實《關於促進兩岸經
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在相關
政策方面對台企實行與大陸企業一視同
仁的待遇。
汪洋指出，密切人文交流、促進心

靈契合，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牢固紐
帶。我們歡迎更多台灣同胞參與到兩岸
大交流中來，將認真落實惠及兩岸同胞
的各項政策措施，擴大兩岸民眾的受益
面和獲得感，尤其要為兩岸基層民眾、
青年創業就業提供更多機會。
汪洋強調，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
，這種天然的血緣紐帶任何力量都切割
不斷；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一基本事
實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兩岸交流合作
得天獨厚，這種雙向利益需求任何力量
都壓制不住；包括兩岸同胞在內的中華
兒女有決心通過自己的不懈奮鬥自立於
世界民族之林，這種全民族共同願望任
何力量都阻擋不了。只要兩岸同胞共同
努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一定能越
走越寬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一定能夠實現。

【大公報訊
】記者蘇榕蓉、何
德花廈門報道：中華兩
岸交流促進會大陸事務委
員會青年部部長劉曜宗首次來
大陸參加海峽論壇。他表示，長
期在台生活的年輕人對大陸的資訊了解
是 「片段式」的，而 「31條惠及台胞措
施」等各項惠台利好政策一直在陸續推
出，希望借助這次海峽論壇，讓更多的
台青全面了解相關政策，希望台灣年輕
人能用眼、用心去感受大陸、了解大陸

大陸主導兩岸關係發展

堅持「一中」反對「台獨」

台藝人讚大陸放寬影視交流

▲兩岸職工技能和發明創新成果展示
日前在廈門航空培訓中心舉行 中新社

在 「擴大閩台經貿合作」方面，包
括鼓勵支持台灣地區投資者在閩獨資設
立醫院或合資（合作）設立其他醫療機
構，享受所在地公立醫院同等政策待遇
；台資企業可公平參與福建省各級政府
採購等。 「支持台胞在閩實習就業創業
」方面，包括台灣同胞來閩就業創業的
，按規定同等享受福建居民就業創業優
惠政策等。

兩岸民間交流勢不可當
隔海觀瀾
朱穗怡
一年一度的兩岸民間交流盛會—
海峽兩岸論壇這周在廈門隆重舉行，將
掀起新一輪兩岸民眾交往的熱潮。全國
政協主席汪洋昨天在出席論壇時強調，
體現一中原則的 「九二共識」是確保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破壞這個基礎
，兩岸互信將不復存在，中國人民有堅
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
敗任何形勢的 「台獨」分裂圖謀。對於

大陸各地積極落實 「惠台31條」，汪洋
也指出，凡是對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
我們都會認認真真地去辦，爭取把實事
辦實、好事辦好。
汪洋的講話猶如定心丸，堅定了島
內廣大民眾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信
心，鼓勵更多的台灣年輕人投身到兩岸
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大潮。與此同時，
福建也向台企台胞送上大禮，頒布了落
實 「惠台31條」的66條細則，進一步為
台胞到大陸求學、就職和創業營造友善
環境。
自2009年首屆海峽兩岸論壇誕生以
來，今年已是第十屆。當下兩岸關係經

歷嚴峻挑戰，民進黨蔡英文政府拒不承
認 「九二共識」，放任縱容 「去中國化
」、 「漸進台獨」等行徑，導致兩岸聯
繫溝通機制停擺。海峽論壇在兩岸關係
倒退的情況下依然如期進行、規模不減
，顯示兩岸民間交流勢不可當。
一直以來，兩岸民間交流都是推動
和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強大動力，
也是不可阻撓的歷史潮流。從1987年兩
岸隔絕狀態被打破，到2008年邁入和平
發展新階段，到近年人員往來高達近千
萬人次，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無論是探
親訪友、尋根謁祖，還是經貿合作、就
業創業、定居生活，交流領域越來越廣

泛，交流方式越來越多樣，同胞的情感
連接和利益紐帶越來越緊密。 「脫台者
」現象便是最佳註腳。相較於早期到大
陸打拚的台商台幹是 「大陸和台灣兩邊
走」，這幾年西進發展的台胞乾脆在大
陸落地生根了。
尤其今年以來，國台辦公布 「惠台
31條」，給予台企台胞與大陸企業、大
陸居民同等待遇後，島內更是掀起一股
「登陸求學熱」。
對於兩岸民間交流熱絡，台當局如
坐針氈，企圖通過不允許國民黨人士登
陸參加海峽論壇以及不批准大陸官員赴
台參加活動來製造寒蟬效應，阻撓兩岸

交流。然而事與願違，島內民眾並沒有
因為當局大搞 「綠色恐怖」而卻步，反
而看清楚了民進黨為一黨之意識形態而
犧牲民生福祉的真實面目。島內民調顯
示，台灣民眾到大陸讀書和發展的意願
創近年新高，逾七成人看好大陸未來發
展。看來，今後 「脫台者」將會越來越
多。
在兩會協商中斷、兩岸熱線停擺的
情況下，作為兩岸民間交流重要渠道的
海峽論壇尤顯可貴。正如汪洋所說， 「
兩岸一家親，見面三分情」，兩岸同胞
常來常往就會越走越親，沒有什麼心結
不能化解，沒有什麼裂痕不能彌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