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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领导人会面 7 日举行。在会面地点
新加坡，各界人士高度关注此次会面,认为会
面方式灵活务实，充分显示了中国人自己的
事情自己可以解决。

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新闻主任韩咏红
表示，这是突破性的、缔造历史的一次会面，
也是两岸关系的新标杆。突破了两岸领导人
会面的障碍，可以震慑那些想要推翻“九二共
识”，让两岸关系倒退的人。这种灵活、务实

的方式充分显示了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自己可
以解决，不容别人插手。韩咏红说，两岸领导
人会面在新加坡实现，我们觉得非常荣幸，在
两岸和平发展的历史中扮演这样重要的角
色，也显示出新中友谊的历史传承。今年是
新加坡与中国建交 25 周年，1993 年“汪辜会
谈”也是在新加坡举行，此次会面具有更加重
大的意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

学院高级研究学者胡逸山告诉记者，在分隔
66 年之后，两岸需要探索新的和平解决两岸
间各种问题的方式，两岸领导人会面将使未
来两岸往来更加顺畅。胡逸山表示，两岸领
导人会面是很好的结果，希望藉此为先例并
延续下去。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商团与会员事务委员
会副主席胡进胜告诉记者，两岸和平稳定是
双方经济发展的基石，这次会面必将开辟两
岸关系的新前景，大家要顺应潮流，抓住良
机，放开手脚去做。胡进胜说，大陆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我们华商企业都觉得这是很大
的机遇。据我所知，不少台湾企业都在大陆
有投资项目，这对台湾来说无疑也是个机会，
因为在历史背景、文化、语言等方面，与大陆
合作发展、共享机遇，台湾肯定比其他地区都
更有优势。

新加坡麒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王鸿绪认为，两岸领导人会面最重要的意义
在于进一步推动两岸的和平共赢。新加坡华
人很多，之前的“汪辜会谈”和此次两岸领导
人 66 年来第一次会面都在新加坡举行，说明
华人是血脉相通的，新加坡能够起到桥梁的
作用。两岸领导人会面在这里举行，我们都
觉得这是一件很积极、很令人骄傲的事情。
此次会面对两岸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将产生非
常积极正面的影响，因为对和平、对稳定、对
沟通有帮助的事绝对会推动经济的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黄新筠
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最让人称道的地方是，
推进两岸和平发展继续向前，对两岸人民都
有益处。会面在新加坡举行，我作为新加坡
居民感到很骄傲，作为炎黄子孙更觉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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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廉 丹 刘 威

开创和平发展新契机
本报记者 石 伟

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会面的消息，
让在厦门工作、生活的台胞格外振奋。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厦门多威电子
有限公司董事长曾钦照说，“这是两岸
关系的一个历史性进步，是一件好事，
非常乐见两岸领导人会面，希望能开创
两岸和平发展的新契机”。

“相信此次会面能够推进两岸经济
方面的进一步合作与发展。”尚承音位
信息科技 （厦门） 有限公司董事长赖育
承表示，希望通过此次会面，实现两岸
经济的深入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当前世
界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厦经商多年，我深感两岸经济
文化合作交流的重要性，而深入参与社
区工作后，这样的感触更加明显。”厦
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兴隆社区主任助理
熊麒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能促进两岸
深度融合，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两岸民间
交往，一起开展社区建设，让更多居住
在大陆社区的台胞具有融入感。

厦门曾厝垵马克客栈主人、台商马
克先生表示，此次会面选在当年“汪辜
会谈”的地点新加坡，深具历史意义，
目标是为两岸开启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这几天我的朋友圈被这一消息刷
屏了，从消息发布起，我们就热切期待
这次会面。”平潭台胞协会副会长薛清
德说，大陆推动的“一带一路”和亚投
行等战略，给台湾许多行业带来了机
遇，期待这次会面促使台湾更全面参与
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促进两岸更
深入地交流合作。

平潭一零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台商金继先说，“两岸领导人
会面的消息提振了台胞在大陆创业安居
的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需要两岸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努
力、共同奋斗，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
的和平发展机会，为两岸经贸交流作出
更多贡献。两岸领导人会面让台胞更有
信心深耕平潭”。

产业融合助力合作升级
本报记者 徐惠喜

今年的紫金山峰会与往年不一样。
会议期间传出两岸领导人会面的重大利
好消息，来自两岸的 800 多位工商企业
和学术界精英代表群情振奋，更加积极
地探讨务实合作，努力促进两岸经济交
流与合作向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结合
更紧的方向发展。

“大陆的消费规模和层次正在不断
提升，这为两岸企业继续深耕大陆市场
提供了巨大空间。台湾市场规模不大，
但具备显著的特色和优势，某些领域在
全球占有一席之地。”两岸企业家峰会
大陆方面理事长曾培炎指出，“两岸市
场要加大相互开放的力度，提升两岸经
贸合作层次和水平，在合作中不断开拓
新机遇”。双方秉持“两岸一家亲”的
理念，创新合作模式，支持中小企业合
作和青年创新创业，有利于推进两岸产
业融合。

峰 会 台 湾 方 面 理 事 长 萧 万 长 认
为，当前两岸经济合作正处于关键的
转折点，要朝以下三个方向努力：一
是基于和平发展大局，坚定不移推进
两岸互利合作；二是须认识到两岸经
济唇齿相依，面对的问题及改革目标
有很多共通性，共同打造升级版两岸
经济合作模式；三是要引进合作创新
的元素及产业融合的观念，打造两岸
特有、真正互利双赢的产业分工及企
业合作新模式。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版图上，台
湾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枢纽

作用。曾培炎认为，“这为两岸经贸合
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大陆产业体系完
整、配套能力强，台湾在新品开发、规
则标准、销售渠道等方面国际化程度
高，双方可发挥各自优势，有效整合两
岸生产要素和产能，共同参与海外生产
制造基地、经贸合作试验区、基础设施
等项目，携手走向第三方市场。

台湾世新大学教授薛琦指出，“一
带一路”庞大的基建项目中，台湾成熟
的“软件”系统有很大的空间发展。台
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健全表示，
台湾很想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大型
基础建设需要大投资，台湾中小企业可
通过与大陆企业合作，承接一些“分
包”项目，分享发展机遇。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新的
金融业态创造了新的合作机会。“对于两
岸金融合作的未来，我们抱有无限期
许。”台湾证券交易所董事长李述德认
为，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变化，影响了整
个金融服务业态，带来了竞争，更带来
了合作机会。两岸应当携手，将传统金
融业面临的危机变成转机、生机、商机。

两岸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金融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台湾金融
业发展成熟，金融机构数量多，人才储备
充足；内地金融业正在快速发展，两岸金
融合作大有可为。双方可针对“一带一
路”建设的特点和沿线国家的需求，以投
资贸易为载体，以银行、证券、保险、融
资租赁为平台，促进资金流通。

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 7 日下午在新
加坡举行历史性会面，海外舆论对此高度关
注，认为两岸领导人此次会面具有划时代意义，
进一步拉近了两岸的关系，势必推动两岸各领
域的合作迈向更高层次。

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
体均以显著版面报道两岸领导人 66 年来的首
次会面。此间舆论认为，两岸领导人会面对于
两岸关系而言具有划时代意义，将被载入史册。

德国《商报》报道称，两岸领导人实现了
1949 年以来首次历史性握手，向全世界展现了
两岸距离拉近的努力，值得关注。两岸领导人
的会面释放了良好的信号：没有任何一方愿意
挑起战争。这次历史性的握手，令双方发生军
事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英国各大主流媒体均将此次会面视为“历
史性”的会面，是近年来两岸关系向好发展的高
峰。《金融时报》发表社论表示，此次会面确定了
两岸关系缓和的基调，强调未来两岸的和平稳
定，释放了积极的信号，表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
原则性和灵活性兼顾的特点。

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刊文表示，国际
社会对于此次历史性会面持欢迎态度。此次会
面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锁定两岸关
系发展的制度基础。BBC 刊出多位学者的观
点，认为这一会面进一步强调了“九二共识”在
两岸关系中的重要性，同时高度重视两岸青年
群体的交流，这将未来两岸“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的进一步巩固。路透社则刊文称，此次会面
象征着两岸关系未来将更加紧密，这也将进一

步促进两岸经济合作，提振亚太金融市场信心。
韩国联合通讯社以《海峡两岸领导人 66 年

后再握手，再次确认“一个中国”》为题大篇幅报
道了两岸领导人历史性的会面。报道称，但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岸领导人会面还是
首次。此次会面预示着两岸关系将翻开新的篇
章。两岸领导人在会谈中再次强调了“九二共
识”的重要性以及“一个中国”的原则，对“台独”
势力发出了警告。中国政府对台湾同胞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和台湾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表示欢迎。文章还专门提到两岸领导人习
近平和马英九在会谈前长达 80 秒的握手，认为
这使得会场和谐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本报记者 张 伟 王 志 远 蒋 华 栋

杨 明）

两岸领导人会面具有划时代意义
——海外舆论积极评价两岸领导人会面

随着台湾进入选举之年，岛内政坛纷纷

扰扰，使两岸各界及国际社会更为关注两岸

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

础会否动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势能否持

续。在这一历史节点，“习马会”登场，坚定了

两岸和平发展的大方向，这对巩固 7 年多来两

岸和平发展成果，推动两岸经济合作具有重

要意义。

我们知道，7 年多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两岸经济合作取得的

成果尤其巨大。首先，两岸签署了包括 ECFA

在内的 23 项协议，实现了两岸全面直接双向

“三通”，推进了两岸经济合作的制度化进

程。其次，两岸贸易投资大幅增长。2014 年，

大陆与台湾贸易额达 1982.8 亿美元，比 2008

年增长 53.4%。第三，在 ECFA 框架下，两岸产

业合作已形成民间交流、“搭桥专案”、“产业

论坛”、试点合作等多种合作模式。双方还在

开拓新兴市场、制定产业共同标准、合作研发

生产等方面达成许多共识。

7 年来，两岸经贸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成果，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全球经济充满

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进一步深化两岸经

济合作还面临种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两岸

经济合作如何与大陆经济的“新常态”对接、

两岸经济合作如何在产业层面取得新突破，

以及两岸经济合作如何共同应对国际经济秩

序的新调整。笔者以为，只要两岸坚持“九二

共识”，保持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办法总比

挑战多，为此提出几点开启深化两岸经济合

作新动力的思考：

首先，要启动两岸宏观层面深化合作新

动力。一是改革层面的新动力。随着大陆经

济新常态相关政策的落实，大陆市场准入将

进一步放宽，有助于台商投资贸易的总体环

境更为优化，将为两岸产业合作拓展新的增

长点。二是区域合作层面的新动力。随着上

海、天津、广东、福建 4 个自贸区政策的落地，

将有助于两岸次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快，有助

于两岸地方经济往来及合作的深化。三是制

度建设层面的新动力。推动包括 ECFA 在内

的两岸 23 项协议的落实，将为两岸尤其是台

湾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新机遇。四

是民间层面的新动力。大陆改革的深化势必

大大激发民间投资，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经济发展新格局，这可为两岸基层民众经

济合作提供更大的利益融合平台，让两岸同

胞参与越多受益越多。

其次，要启动两岸产业层面全面深化合

作的新动力。一是要促进两岸核心经济群的

合作。如基础设施、能源、金融、交通、电信、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方面的合作，在经济

上形成利益共同体。二是要推动两岸全产业

链的合作。尤其要瞄准新一轮科技革命，着

力推动新兴产业合作，使两岸产业链、价值链

互利双赢，共创“中华产业链”；三是要更多关

注、扶持小微企业的合作，尤其是有引领国际

科学技术发展新突破的两岸小微企业的合

作。最后，鼓励两岸企业在研发、品牌、市场、

资本等方面的合作，共同面对国际产业新突

破的挑战。

第三，两岸在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方面

探寻有效合作途径。近年来，大陆经济国际化

进程明显提速，“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

中韩、中澳等自由贸易安排已开始实施或加紧

推动，显示中国大陆已积极参与到新的国际经

济规则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进程。与此同时，

一些具体项目也开始推进，如国际贸易投资便

利化进程加快、亚欧互联互通建设启动、国际

金融合作的拓展、海上运输通道及资源的开发

等，都为台湾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很

多机遇，两岸可以在加强两岸经济合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探讨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有效

途径。

总之，只要我们保持两岸关系发展的正

确方向，继续推动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两岸经

济合作将取得更多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

开启两岸经贸合作新动力
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 曹小衡

两岸领导

人会面地点新

加坡香格里拉

酒店门前美丽

的柑林路。

本报特派

记者

廉 丹摄

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因两岸领导人会面成为新加坡民众关注的焦点。本报特派记者 廉 丹摄

新华社香港 11 月 8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7 日同台湾
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就进
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
香港各界高度赞扬此次会面，认为两岸
领导人会面为两岸关系发展奠定了新的
里程碑，将极大促进未来两岸关系的
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林树哲认为，两岸关
系因两岸领导人会面，到达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这一突破更寓示着两岸携手共
谋发展的光明前景。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
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是两岸关系发展
的重要里程碑，既巩固了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成果，也有助于维护台海和平稳
定，对区域和平发展也发挥了正面作用。

卢文端说，两岸领导人会面符合两

岸人民期望和平发展、共创双赢的愿望，
衷心期盼在此良好基础上，双方能保持
两岸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共谋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香港专业联盟主席刘炳章指出，两
岸领导人会面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复兴
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他强调，一个中
国原则关系到两岸未来的发展，深化合
作的前提在于双方都承认“九二共识”。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说，两岸关
系历经沧桑，如今两岸领导人能会面对
谈，反映出两岸始终是一家人，有着血浓
于水的兄弟之情。

他表示，两岸领导人会面亦向世人
展示，炎黄子孙有此胸襟，共同为和平发
展而努力。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卢瑞安表示，期
望本次两岸领导人会面只是开始，日后
能持之以恒，沟通常态化。

香港各界高度赞扬两岸领导人会面：

将极大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