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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连俊报道：近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
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决定。决定公
布后，香港各界人士纷纷表示支持，认为这
是香港政制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让港人首
次有机会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香港
一直以来都无一人一票选举行政长官或
者一个地方首长的办法，现在能够历史性
的第一次给香港 500万合资格选民有这
个权利，大家应该珍惜。希望香港社会能
按照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以平和、理性、
合法、务实的态度，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袁国强 2
日表示，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行政长官
普选制度订出的框架法律上可行，并无

不合理限制。袁国强呼吁社会各界以香
港整体利益为重，理性务实地继续讨论，
让政制发展向前迈进。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表示，坚
决支持并拥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该
会认为，《决定》符合香港基本法、符合主
流民意，有利于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发
展，是确保 2017 年特首普选顺利成功的
根本保证。《决定》是一个既充分照顾港
人民主诉求、又完全符合国家当前发展
利益的一个正确决策，是“一国两制”在
实践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突破与飞跃，对
香港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安
全都有重大意义。这是香港民主发展的
里程碑，并坚决反对“占中”等违法行为。

香港中华总商会表示，人大常委会

的《决定》确立香港普选行政长官的法
律框架，为香港政制长远发展提供清晰
方向。他们期望，香港各界能在《基本
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框架之
下，尽快就普选行政长官的具体安排进
行理性讨论，携手实现 2017 年“一人一
票”普选行政长官。

香港总商会主席彭耀佳说，尽快落
实普选是香港人的期望，若能在 2017 年
普选行政长官，港人便可以当家做主，选
出心目中理想的特首，这将为香港历史
奠定重大的里程碑。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和福建社团联
会 1 日分别表示支持人大常委会的决
定。广东社团总会认为，决定有利于止
息纷争，有利于社会聚焦讨论普选的细

节，有利于香港社会在新的起点上更好
地凝聚共识，达成普选目标。粤、闽两大
社团均表示，中央高瞻远瞩，在香港政
改处于关键的时刻，果断作出英明决
策，坚守了普选的底线，这些底线关乎
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关乎香港广
大市民的福祉，因此表示衷心的拥护和
坚决的支持。

香港最大的劳工团体——工联会介
绍说，人大常委会决定采纳了工联会此前
提出的“提名委员会维持现时四大界別”、

“行政长官候选人应取得过半数提名委员
会委员支持”、“候选人数目为二至三人”
等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严格按照基本
法，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实事
求是，广泛采纳香港社会各界意见。

香港各界人士力挺人大常委会决定

九月鹭岛，风和日丽，莺飞草长。第
十八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即将在
厦门揭幕。纷至沓来的海内外宾客在这
里叙友情，觅商机，谈合作。在国际经济
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的今天，“投
洽会”再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而厦
门海沧区，正是这个焦点上一抹夺目的
亮色。今年 1-8 月，海沧对外招商获得
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全区共审批外商
投资项目 44 个，总投资 6.5 亿美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 19.6%；合同利用外资
3.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4.8%。

因台而设 因台而兴

“海沧因台而设、因台而兴。海沧
最大的特色是对台，最大的企业是台
企，最多的商人是台商”。厦门市委常
委、海沧台商投资区党工委书记、海
沧区委书记郑云峰介绍说，多年来，
海沧持续深化对台交流合作的先行先
试，在对台经贸、文化、服务上创出
了品牌和特色，成为大陆对台先行先
试的开放平台。海沧台商投资区建区
25 年来，实际利用台资约占全区利用
外资的五成，产值占全区工业产值的
四成。累计引进台企 205 家，正新海
燕、明达塑胶以及大陆第一家台资合
资医院长庚医院等一批享誉两岸的台
资项目次第落户海沧，为海沧经济注
入了活力。目前，海沧正加快深化两
岸产业链高端领域的合作，打造研
发、产业化和市场拓展平台，积极引
进台湾金融保险、航运物流、观光旅
游、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和生物医
药等先进制造业项目并鼓励台湾各行
业协会到海沧建立区域总部。

筑起凤凰巢 引来八方客

在海沧采访，你能看到那些来自海
峡东岸的企业掩映在草木葱绿和鸟语

花香之中，适宜的气温，洁净的空气，熟
悉的语言和优质的政府服务，使这个昔
日的渔村在经历了 25 年的发展后，正
成为两岸台商宜业宜居的新家园。

“海沧最大的产业是工业，最大的
优势是港口。产业的蓬勃成长与转型
升级始终是海沧科学发展的不竭源
泉。”海沧台商投资区管委会主任、区
长李伟华说，从开发建设之初的工业
重镇，到今日由南至北，东南国际航
运中心核心港区、大宗商品交易聚集
区、生物医药园区、中小企业创业园
区，海沧通过产业转型升级，使企业
活力得到充分释放。

未来极具竞争力的生物制药产业
是海沧近年来着力打造并日见成效的
龙头产业。记者在海沧生物医药港内的
蓝湾工业园看到，成立于 2005 年的厦
门蓝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海洋
生化药品，保健品，食品研发、生产的高
新技术企业，其产品“高纯硫酸氨基”是
世界上唯一纯度超过 99%的硫酸氨基
葡萄糖产品，在骨关节炎治疗方面具有
生物利用度高、无使用禁忌的独特优
势。“蓝湾的产品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我们已经申请了 6 项国家发明专利，2
项已获得授权。公司生产的防治关节炎
的氨糖、辅助降‘三高’的壳聚糖、保肝
护肝的壳寡糖以及防治顽固性骨关节
炎的润节牌氨糖软骨素等通过自主创
新 实 现 了 从‘ 中 国 制 造 ’到‘ 中 国 创
造’。”说起自己的产品，蓝湾科技董事
长林秀芬一脸自豪。

城市的活力来自宜业，城市的生
命在于宜居。投资区成立 25 年来，健
康生态新城区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
海沧已从过去人们眼中的工业区发展
成为宜居宜业的现代新区。海沧是省
级生态区，造林绿化获得全省“四连
冠”，成为全省城区绿化“样板中的样
板”；社区成立不到 10 年，但已成为
全国第九个、南部省份首个“全国社

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美丽新海沧 两岸新家园

海沧台商投资区已经走过 25 个年
头。今天的海沧，把打造新港口、新产业、
新城区、新家园、新机制作为海沧未来经
济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和提升的载体。

——新港口。作为东南国际航运中
心的核心港区和总部所在，海沧享有多
重政策优势，也是大陆唯一集出口加
工、保税物流、现代港区“三位一体”
的保税港区，海沧将逐步发展为海峡西
岸的国际性物流中心。

——新产业。海沧抓龙头、建园区、
强创新，建设航运物流中心、营运服务中
心、旅游康体中心“三大中心”以及生物
医药基地、信息消费基地、建筑产业化基
地“三大基地”，着力打造港铁物流和临
港产业、石油贸易产业、生物医药产业、
信息消费和数字产业、建筑现代化产业、
高新技术产业。

——新城区。从有城无市转变为
今天的有城有市、从开发区转变为完整
社区，海沧正在不断提高城市的承载力
和宜居度。海沧将在已形成“两湾两城
倚两山”的格局基础上，使之成为宜居
宜业宜商宜游的新家园。

——新家园。构筑大陆与台湾、新
市民和老市民之间的融合，着力打造宜
居宜业的新家园是海沧近年来持续推
动的重点工程。以“美丽新家园·两岸
共缔造”为主题的“两岸乐活节”、“音乐
厦门”两岸流行音乐季、两岸社区等活
动，融合了两岸同胞的时代精神，广受
群众欢迎。

——新机制。海沧以提高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统领，推动
政府工作提速增效；以投资环境国际化
为目标，不断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和简政放权；以社区治理为核心，推
动村居民自治。

宜居宜业兴海沧
本报记者 石 伟

宜居宜业兴海沧
本报记者 石 伟

本报讯 记者禹洋报道：在日前举
办的第十四届方便食品大会上，休闲食
品龙头企业旺旺集团首次推出方便面产
品，进军大陆方便面市场。

旺旺集团有关人士表示，大陆方便
食品市场庞大，仅方便面市场规模 2013
年就达 860 多亿元人民币。当下，健康
且味道纯正的非油炸方便面更受消费者
青睐，是未来行业发展趋势所在。旺旺
集团希望能在这一新领域“后发先至”，
不断拓展大陆市场。

旺旺拓展大陆市场

厦门举办中秋嘉年华

本报讯 记者沈宏报道：“2014 中
国厦门中秋旅游嘉年华”活动将于 9月 6
日至 9月 23日在厦门举行。

据统计，今年 1—7 月大陆居民经厦
门口岸赴台湾团队游客数量达 16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67%，已经超过 2013 年全
年数量。而台湾通过“小三通”来厦门的
游客更是超过百万。在中秋旅游嘉年华
期 间 ，将 举 办“ 两 岸 乡 村 旅 游 圆 桌 会
议”。会议采取“主题研讨+创意辅导+
配套活动+现场营销”的模式，共同探讨
标准化管理、特色化建设、规模化组织、
专业化经营、精细化生产、亲情化服务发
展模式和机制，促进两岸乡村旅游新业
态对接洽谈，加快两岸乡村旅游业的转
型升级。9 月 15 日至 17 日，还将举办两
岸民俗发展与合作高峰论坛，推动两岸
的民俗交流和旅游业合作发展。

本报讯 记者刘志奇报道：由国台
办经济局、江苏省台办、淮安市委市政府
共同主办的第九届台商论坛近日在江苏
淮安举行。两岸产业界、学术界近 500
名嘉宾与会，共同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两
岸产业合作进行深入探讨。海峡两岸关
系协会会长陈德铭与海峡交流基金会董
事长林中森等出席本届论坛。

与会嘉宾认为，当前大陆正全面深
化改革，台湾也处在产业结构调整、促进
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关头，两岸经济社
会发展面临极其难得的携手合作机遇。
陈德铭指出，淮台的经贸关系，在某种意
义上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缩影。在
国际经贸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两岸
应该进一步携手合作：第一，双方应该共
同珍惜和维护当前和平发展的良好局
面；第二，双方应共同推动两会已经签署
的各项协议的生效与落实，加快 ECFA
各项后续议题商谈的进程；第三，双方应
该共同优化和整合两岸的经济资源，切
实加强新兴产业的合作，联手创立自主
品牌，逐步推进各项标准建设，携手开辟
扩大内需的通道，还要共同走向世界的
第三方市场，不断提升两岸经贸合作的
质量和水平，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经济的
国际竞争力。

台商论坛在淮安举行

9 月 2 日，由北京国际图书节组委会
举办的“海天一色，天涯共读——两岸经
典文学名篇诵读活动”在北京中华世纪
坛举行。

两岸经典文学名篇诵读活动是北京
国际图书节连续四年来保留的读书活动
品牌之一。时值丹桂飘香、中秋佳节到
来之际，海峡两岸读书家庭共聚读书盛
宴。国际图书节邀请了海峡两岸热爱读
书的家庭，以“亲子共读”的方式，共同分
享两岸名家的经典之作。

来自台湾的小朋友卓士钧和母亲詹
一心把台湾诗人余唤的一首《家》送给了
海峡两岸期待团聚的朋友们。据妈妈詹
一心介绍，他们是两年前随着先生工作

调动来到北京，感受到了北京浓厚的文
化氛围，深深地喜欢上了这座城市，但是
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也难以抑制，所以选
择朗诵了这首诗。

同样表达了浓浓思乡之情的还有来
自台湾的妈妈郑雅文和孩子陈泰睿，他
们共同朗诵了余光中的名作《乡愁》：“小
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

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
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
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
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诗歌深
刻表达了海峡两岸赤子渴望团聚的心
声，迎来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台湾妈妈王蓉彬和儿子尚业苓朗诵

了许地山的名篇《落花生》，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主持人维扬和她 11 岁的女儿李
乐琪为大家朗读了台湾女作家张晓风的
作品《我喜欢》，“我喜欢冬天的阳光，在
迷茫的晨雾中展开。我喜欢那份宁静淡
远，我喜欢那没有喧哗的光和热⋯⋯”真
挚而动情的朗读，把听众带入到诗歌展
现的意境和哲理之中。 （晓 罗）

海峡两岸读书家庭的节日

本版编辑 毛 铁

海沧台商

投资区已成立

25 年。图为海

沧新城全貌。

郑伟明摄

本报讯 记者廉丹报道：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港
交所）全资附属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及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香港结算）4 日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
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结算）就建立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订立四方协议，让一方
市场的投资者可以买卖在对方市场上市的合资格股票。

四方协议由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上交所总经理黄红
元及中国结算总经理戴文华共同签订。港交所主席周松岗、
上交所理事长桂敏杰及中国结算董事长周明出席并见证了
签约仪式。

根据四方协议，联交所与上交所同意将为各自市场的投
资者提供订单路由安排及相关技术基础设施，让双方买卖在对
方市场上市的股票；香港结算与中国结算同意将为中国内地及
香港的投资者提供交易清算及交收安排，以及存管、名义持有
人和其他相关服务；上交所和联交所同意将根据公平对等的原
则平均分享因沪港交易通以交易费用方式产生的收入，以及中
国结算和香港结算同意将根据相同原则平均分享因沪港结算
通以结算费用方式产生的收入。

“沪港通”是根据香港证监会及中国证监会于2014年4月
10日刊发的联合公告所载的原则而制定，按该通告，香港证监
会与中国证监会原则上批准在中国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建立
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试点。

“沪港通”机制达成完全一致

港交所上交所等签四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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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8 月 31 日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
题和 2016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决
定，明确行政长官普选的原则和制度框
架。海外舆论给予积极评价并表示支
持，认为这一决定对香港的发展与繁荣
具有重要意义。

赞比亚政策对话中心主管尼尔·斯
穆塔尼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是非常正确、值得称赞的，对香港的长
远发展、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柬埔寨和平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索塔里博士表示，每一个国家都有
自己的法律，作为一个好公民，就需要
尊重所在地的相关法律，香港的相关事
务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政府及其他外部
势力都不应对此干涉。

法国华裔互助会第一副会长杨和
焜代表会长郑辉表示，香港的政治经济
发展之路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在基
本法框架之下，“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是其特点，也是其优势，
这 也 是 造 就 香 港 繁 荣 稳 定 局 面 的 基
础。人大决定出台后，保证了香港特首
的普选。目前，香港民众最需要的就是
团结一致，保证香港的稳步前进。

法国华侨华人会执行主席王加清
认为，香港政改的核心是要遵守香港
基本法，要坚持爱国爱港者治港的界
线和标准。

日本浙江大学校友会秘书长李睿
栋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
能够反映香港民众整体的民意，有利于
香港的稳定。

日本新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胡士
云说，香港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方
针的指引下，各方面所取得的发展有目共睹。稳定繁荣的香
港符合包括香港居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意愿。

俄罗斯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名誉会长、俄罗斯旅俄华人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韩存礼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2017 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的相关决定很好。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行政长官候选人需要满足爱国、爱港的条件，这样才符
合香港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利益。

澳大利亚悉尼华侨华人代表 3 日在出席关于香港普选政
改座谈时，纷纷表示支持香港稳定繁荣。与会代表说，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从香港居民根本利益出发而定，是香港民
主发展的重大进步。

包括墨西哥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墨西哥华侨华人社团
联合总会、墨西哥中国人总商会等在内的 15家墨西哥华侨华
人社团 3 日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有
关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的决定。

声明表示，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是香港的主流民意，在
2017 年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选举特首也是大多
数香港同胞的诉求。回归祖国 17年来，香港的稳定发展说明
了基本法是符合香港发展实际的最高指导原则。

欧洲最大的华文报纸之一、法国《欧洲时报》2日发表题为
《普选方法定调 香港政改大步向前》的社论。文章说，从
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的政治体制不
断发展，特首选举制度、立法会选举制度不断完善。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香港政改的决定，为香港未来进一步的民主政治体
制发展定下了基调。

（参与记者：夏 晓 曹 妍 李 弘 郑 斌 马兴华 刘 莉

荣忠霞 刘秀玲 陈 寅 彭立军 赵小娜 匡 林）

新华社北京 9 月 5 日电 （记者王慧慧 朱佳妮） 外交
部发言人秦刚 5 日表示，希望英方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有关
在香港政改问题上的立场，恪守承诺，停止干涉香港事务。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4 日，英国外交部对中国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首普选的决定作出评论。中方
对此有何看法？

秦刚说，中方已多次向英方阐明在香港政改问题上的原
则和立场。英方也承诺无意干涉香港政改。但英方表态的
一些内容明显与此相悖，甚至企图对香港政改进程施加影
响。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我想再次强调，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包括政
改在内的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都无权妄加评论和
以任何方式加以干预。”他说，希望英方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
有关立场，恪守承诺，停止干涉香港事务。

外交部要求英方

停止干涉香港事务

海外舆论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政改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