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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日前发布消息，中国—葡语
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简称“中葡论
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将于今年 10 月
在澳门举行。

中葡论坛成立 13 年来，成效日益
显著，影响不断扩大，与会国在政府间
合作、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农渔
业、发展援助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丰硕
成果。与此同时，澳门的中国与葡语国
家合作平台作用进一步强化，国际影响
力进一步提升。日前，本报记者就本届
论坛的特色、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合作前
景等问题采访了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
会副会长、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
坛 （澳门） 前秘书长王成安。

记者：请介绍一下本届论坛的基本

情况。

王成安：本届论坛将于 10 月 11 日
至 12 日在澳门举行，中国与安哥拉、
巴西、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
克、葡萄牙和东帝汶等 7 个葡语国家政
府代表团将与会。本届部长级会议以

“迈向更加坚实的中葡经贸关系：共商
合作、共建平台、共享发展”为主题，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聚焦“发

展”这个最大公约数，进一步推动中国
与葡语国家经贸关系发展。同时，进一
步支持澳门加快建设中国与葡语国家商
贸合作服务平台。

记者：去年及今年上半年中国与葡

语国家间贸易合作进展如何？

王成安：2015 年，由于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中国与葡语国家贸
易额有所下降，是 2009 年以来首次同
比下滑，也是 2010 年以来贸易额首度
跌到 1000 亿美元以下。其中，中国出
口 623 亿美元，进口 361 亿美元，同比
分别下降 27.92％与 21.62％。但是双方
贸 易 额 也 达 到 了 984.75 亿 美 元 ， 与
2003年贸易额相比，增长了近 9倍。

2016 年 1 至 6 月份，中国与葡语国
家进出口商品总值 416.92 亿美元，同
比下降 13.34%。其中中国自葡语国家
进口 287.54 亿美元，同比增长 0.63%；
中国对葡语国家出口 129.38 亿美元，
同比下降 33.78%。中国对葡语国家进
口增长。2016 年 6 月份，中国与葡语
国家进出口额 89.56 亿美元，环比增长
6.64% 。 其 中 中 国 自 葡 语 国 家 进 口
64.40 亿美元，环比增长 4.95%；中国

对葡语国家出口 25.16 亿美元，环比增
长 11.22%。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出现
了复苏的迹象。

记者：本届中葡论坛有望在哪些领

域取得共识？

王成安：论坛将就中国和葡语国家
经贸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开展广泛
讨论，成果将惠及中国澳门特区。本届
论坛有望达成更广泛的共识。

就共识来看，首先，在部长会议层
面，论坛将加强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
经贸合作伙伴关系。其次，“一带一路”
建设得到葡语国家的支持和参与。比
如，巴西 2015 年加入亚投行，葡萄牙方
面表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其他
国家也有相关表述。第三是在产能合作
方面有望达成更多共识。2015年李克强
总理访问巴西，双方讨论了中国与巴西
的产能合作。中国的优势产能和优势装
备，能够契合葡语国家的工业化需求，这
方面也有望达成更多的共识。

成果方面，从历届部长级会议来
看，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将形成经贸
合作行动纲领。论坛期间，与会国还将
签署 《经贸合作行动纲领(2017-2019

年)》 等文件，明确未来三年中国与葡
语国家经贸合作的主要领域和发展方
向，并充分发挥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
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会议期
间，还将举办中国—葡语国家企业家大
会等配套活动。

记者：中国在中葡论坛中发挥怎样

的作用？

王成安：中葡论坛于 2003 年 10 月
在澳门创立，由中国中央政府发起并主
办，澳门特区政府承办，安哥拉、巴西、佛
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葡萄牙、东
帝汶 7 个葡语国家共同参与，是以经贸
促进发展为主题的政府间多边经贸合作
机制。论坛旨在发挥澳门联系中国与葡
语国家的平台作用，加强中国和葡语国
家间的经贸、文化交流，促进中国内地、
澳门和葡语国家的共同发展。

中国作为中葡论坛的发起国，也作
为论坛与会国的成员，积极与相关国家
协商并开展合作，始终致力于推动论坛
发展，通过与葡语国家对话交流促进合
作，通过推出举措促进论坛发展，通过
坚持论坛参与国平等协商的原则，促进
和支持论坛发展。

充分发挥澳门商贸服务平台作用
——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前秘书长王成安

本报记者 冯其予

“无壳蜗牛”是港人对无房者的自

嘲。32岁的阿文就是一个“无壳蜗牛”。

说起来，阿文也在香港中环的写

字楼上班，他瘦瘦高高，戴着无框眼

镜，脸上总是流露出疲惫的神色。因

为从周一到周四，除了加班外，他还

要到夜校上课，为的是将来能找到薪

水更高的工作。

中学毕业后，阿文没有继续升学，

而是选择读了一门实用的电脑美术编辑

课程，因为从小他就喜欢画画。他很快

在一家杂志社找到了美术编辑的工作，

而且当年的入职薪水还高于新闻本科大

学毕业生。

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滨数星星是旅游

者的浪漫，但对于阿文来说，却是一份

说不出的苦涩。周五傍晚通常是阿文最

轻 松 的 时 候 ， 下 班 后 没 有 自 己 的

“壳”，只能和妻子逛街或到维港海边数

星星。同事们开玩笑说：“结婚多年

了，两个人还是那么浪漫。”

对此，阿文只有苦笑。由于“无

壳”，阿文的婚姻就只能是“港式婚

姻”——阿文和妻子都住在各自父母家

里。香港城市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香

港 18 岁到 35 岁之间的青年人当中，仍

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占 76%。另据一家网

站调查，32%的新婚夫妻婚后仍与父母

同住。房价暴涨加剧了子女与父母同住

的趋势。一家名为香港集思会的机构调

查称，“结婚但分居”的夫妻数量近年

来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前香港特区立法

会主席范徐丽泰曾说，香港许多年轻

人，甚至中年人也只能租房而居，或与

父母同住。

与内地的年轻人一样，香港的新

婚夫妻也希望婚后能有自己的小家。

曾有调查表明，受访新婚夫妻中 94%

希望婚后拥有自己的“蜗居”，但其中

只有 40%的受访者有能力缴纳购楼首

期房款。阿文两口子婚后本来是住在

一起的，当时租房每月 10000 多港币，

约占两人收入的三分之一。但近年来

楼价和房租都不断上涨，两人都觉得

前几年错过了买楼时机，于是也进入

“港式婚姻”的行列，各回各家，存款

买楼。

前些时候，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

布了最新统计：去年 5 月至 6 月份，香

港雇员每月工资中位数为 15500 港币，

较上年增加了 4.9％。但是同期楼价涨

得更快，2015 年香港特区政府差饷物

业估价署的报告显示，香港住宅楼价较

上年累计上升 16％，其中小单位住宅

楼价累计升幅达 18％。港岛区小单位

住宅平均楼价超过 600 万港币。2015 年

下半年，港岛区中户型住宅成交单价高

达每平方米 18 万港币；160 平方米以上

的“豪宅”成交单价高达每平方米 30

万港币。一家美国市场研究公司曾对香

港人收入中位数和房价中位数作过对

比，认为香港是世界上房价最难以负担

的城市之一。

针对不少人急于脱离“港式婚姻”

的现状，地产商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名副

其实的“蜗居”。新住宅楼盘大埔“岚

山一期”的 43 套房是微型公寓，开售

半天即售罄。这些超小户型公寓面积有

多大？内地居民可能难以想象——最小

的只有 16 平方米，而售价高达近 200 万

港币！另一处位置较好的九龙城楼盘，

一 个 约 17 平 方 米 的 超 小 户 型 公 寓 ，

2015 年 6 月份更以高达近 400 万港币的

价格成交。

今年以来，香港高昂的楼价曾短暂

下跌，但又连续 4 个月回升，香港私人

住宅租金也连升了 3 个月。香港特区政

府差饷物业估价署最新公布的报告显

示，7 月份香港住宅楼价指数报 281.4

点，环比升幅 1.8%，楼价再创今年新

高。前些日子，笔者遇到阿文，问他有

没有告别“港式婚姻”、找到自己的

“壳”？阿文仍然露出无奈的苦笑。

“无壳蜗牛”与“港式婚姻”
毛 铁

日前，首届海峡两岸稻田彩绘节在湖南

澧县城头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幕。2015

年 11 月，首届海峡两岸稻田彩绘节方案确

定，并于今年 7 月初正式开始实施，目前已完

成图形、文字等稻田彩绘图案，观赏时间可以

持续 2 个多月。稻田彩绘园占地 150 亩，分 5

大田园景观、4 大互动体验及 3 大农庄意象，

包括稻田彩绘、花海、热气球、台湾香水莲、台

湾美食、农事 DIY、稻田舞台演艺等 10 多个

特色节目。

上图 游客在稻田彩绘园里合影留念。

左图 首届海峡两岸稻田彩绘节上生动

的稻田彩绘图案。

本报记者 翟天雪 通讯员 柏依朴摄

本报讯 国家渔业船舶检验局与澳门政府海事及水务局
日前签署了 《关于澳门籍流动渔船的检验工作合作协定》
(下称 《合作协定》 )，澳门渔船由内地相关机构负责检验，
可同时获得内地及澳门两地承认，减少渔民因渔船重复检验
而增加的成本，使渔船安全检验更为便捷高效。

国家渔业船舶检验局局长李昌健指出，内地和澳门长期
以来从多方面积极开展合作，已逐步建立起互利便民的渔船
检验合作机制，期望未来双方保持沟通并加强合作，共谋渔
业的可持续发展。

澳门海事及水务局局长黄穗文表示，澳门渔船的建造、
出海、捕捞、补给、修理等大部分都在内地管辖海域和港口
进行作业，合作协定的签署能实现资源互补，共享发展机
遇，亦是内地及澳门在合作维护渔民及渔船海上安全作业方
面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根据合作协定，澳门籍流动渔船在内地可通过经国家渔
业船舶检验局许可的地方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开展渔船建
造、改建或保养所需的检验，该检验同时获内地及澳门两地
认可；渔检机构将以澳门海事及水务局渔船检验方面的法
规、指南或标准，及国家渔业船舶检验局颁布的渔业船舶检
验标准作为检验依据，若双方同一检验项目标准不一致，则
以较高的标准要求为准。

(羽 祺）

澳门与内地建立渔船检验合作机制

本报讯 为纪念叶挺将军诞辰 120 周年，澳门日前举办
系列纪念活动，包括为学生讲解叶挺将军的生平事迹、发行
纪念邮品和在叶挺故居提供公众导赏服务等。

叶挺将军是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
军创建人之一、新四军军长。上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初，
叶挺与其妻儿曾在澳门贾伯乐提督街 76 号居住。澳门 9 月
10 日在叶挺将军故居发售“叶挺将军诞辰 120 周年”邮
品，并加盖纪念邮戳，故居当日亦向公众提供免费导赏服
务。为了让澳门学生了解叶挺将军的生平事迹及故居历史，
澳门还在故居举办公民课堂，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羽 祺)

澳门举办活动纪念叶挺诞辰120周年

台企联成立农业发展委员会

新华社济南电 （记者魏圣曜）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
业联谊会 （简称“台企联”） 农业发展委员会近日在山东德
州成立，吸引了 100多位台商到会，共谋两岸现代农业合作
之路。

台企联常务副会长程金中在成立仪式上说，经过快速发
展期和转型发展期后，台湾农业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现
代化之路，不仅在果蔬、水产、休闲观光农业和农业科技方
面成果丰硕，还在推动农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中创新了体
制机制，积累了有益经验。

“大陆农业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与台湾的现代化农业
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农业发展委员会将致力于加快两岸涉
农领域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程金中说。

据台企联农业发展委员会首任主任委员林易陞介绍，农
业发展委员会是台企联直属的 11 个委员会之一，宗旨是促
进台商涉农企业交流，推荐两岸农业产业项目合作，促进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目前已通过 《全国台企联农业发展委员会
工作规划 （草案）》。

台企联“涉农企业”涵盖了种植养殖业、科技农业、智
慧农业等，以及有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物联网架设
等。台企联农业发展委员会成立后，将积极参加第三方涉农
交流会，定期举办高峰论坛、专题演讲与成果展示，搭建可
操作的项目对接平台。

港交所与前海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香港金管局两措施促金融科技发展

本报讯 记者朱琳报道：香港交易所发布消息称，港交
所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日前签订合作备忘录，探索双方在金
融服务、金融创新等领域的合作。

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港交所发展大宗
商品业务的一个核心战略，就是在内地建设一个规范、透
明、可信赖、有实物交割体系及仓储体系的大宗商品交易平
台，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他说，本次与前海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是发挥前海
深港合作区的政策优势，也是双方共同推动大宗商品交易平
台在前海深港合作区落户和运营的重要基础。

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近日宣布，
金管局将推出“金融科技创新中心”及“金融科技监管沙
盒”两项新措施，以促进香港金融科技的发展。

据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由香港金管局和财资市场公
会合办的“2016 财资市场高峰会”在香港举行。陈德霖在
会上表示，金管局将与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合作，设立

“金融科技创新中心”，为银行业界实验金融科技新产品提
供平台。

“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则将为银行推出金融科技产品提
供监管弹性，允许银行在推出测试前，无需符合所有监管要
求，令银行在宽松情况下测试市场对新产品的反应。

高峰会专题讨论探讨了香港金融及财资市场各方面的发
展，包括香港如何加强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的独特优
势、财资市场的新常态，以及金融科技为财资业务带来的机
遇与挑战。

本届高峰会有来自香港及海外的 350 多名人士参与，包
括监管机构代表、政府官员、财资市场从业员、资产拥有人
与管理人，以及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企业的高级行政人员
和专业人士。

本版编辑 廉 丹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记者辛林

霞 许正） 第十三届海峡两岸信息产
业和技术标准论坛近日在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闭幕。两岸业界与会人士达成 33
项共识，还公布了半导体照明、太阳能光
伏、云计算等领域的 7 项两岸共通标准，
签署推动智能制造共通标准等备忘录。

台湾太阳光电集团已与大陆多家企
业合作，集团董事长罗家庆此次带着“太
阳光电双轴追日系统”这一新技术理念
来到哈尔滨。大陆太阳能发电的快速发
展及下一步面临的发电质量提高等问
题，让他很期待新技术的市场空间。

“大陆已是光伏产业的领导者，两岸
同行可以多多合作，共同到世界各地去
发展。”罗家庆说，提高电网利用率、降低
弃电比例的第一步就是“追日”，即增加
面板直接接收日光的时间，目前大陆部
分企业还未把关注点放在这上面，自己
这次就是来介绍推广这项新技术。

《海峡两岸推动智能制造共通标准
制定合作备忘录》在论坛上签署。与会
人士认为，此举将进一步推动两岸智能
制造合作。

统一标准、促进两岸产业供应链发
展，成为论坛讨论的焦点。台湾纬创资
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晶滢在“平板
显示技术分论坛”上表示，如果不统一标
准，片源和显示器无法接轨，只有规范起
来才能加速两岸产业流通。

一位已多次参加该论坛的企业人士
表示，该论坛从成立之初的技术标准扩
展到产业合作，两岸企业界都有很高的
合作热情。新兴产业在大陆已形成很大
的市场，台湾产业要寻找出路、占有更大
市场，与大陆合作是很好的方式。

据了解，此次论坛吸引了两岸信息
产业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其他相关人
士 500多人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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