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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香港过年，感受港式年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廉 丹

因势调整 转型升级

东莞台企“转”出广阔新天地
本报记者 秦海波 通讯员 王祥明

近年来，随着东莞大力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科技创

新，台资企业或通过技术创

新提升产品附加值、或通过

机器换人提高生产效率、或

通过电商打开全新市场，走

出了一条东莞台商转型升级

的成功之路。

经过智能改造后的东莞劲胜精密东城厂区，成功升级成“无人工厂”，是全国首批智能
制造示范项目。 王祥明摄

内地房地产估价师与香港
产业测量师资格互认颁证

香港被誉为时尚之都，同时也是
当之无愧的节庆之都。“东方之珠”香
港在多年发展中虽融入多元的西方文
化元素，但在保留传统年俗方面也别
具一格，不仅细致地保存了中式节庆
文化，更演化出多种新潮样貌，让传统
年味与现代庆典完美融合。因此，到
香港过春节，感受港式年味，成为很多
内地游客的热选。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发布的信
息，旅发局和各大商家早已备上了一
系列丰富多彩、喜气洋洋的2018年春
节活动。过年就要图个热闹，今年新
春期间香港有两大盛事值得期待。大
年初一晚上，新春活动重头戏“国泰航
空新春国际汇演之夜”花车巡演将在
尖沙咀沿海一带举行，满载欢乐的花
车及世界级的表演队伍，将一路现场
表演。大年初二晚上的香港“农历新
年烟花汇演”，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农历
新年贺岁节目。届时，维多利亚港中
的趸船将发放数万枚烟花弹，在维港
两岸都可以观看。

人人都希望新年讨个好彩头：大
年初一前夕，可以前往包括铜锣湾维
多利亚公园及九龙旺角花墟公园在内
的15个年宵花市，挑选各类应节花卉

和盆栽，寓意“大吉大利”的橘子或者
芬芳扑鼻的桃花都是香港人春节常购
的花木。

全家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是中国
人必不可少的春节习俗，美食之都香
港的节庆美食更是选择多多。入乡随
俗尝尝香港地道的盆菜是不错的选
择。盆菜由一层层不同的食材堆叠而
成，包括猪肉、家禽、海味和蔬菜等，盛
载于一个巨大的盆中，热气腾腾，特别
适合亲朋好友在过年时共享。此外，
香港年菜重寓意，象征“团圆”的汤圆，
象征“发财好市”的发菜蚝豉和象征

“步步高升”的各色年糕都是年夜饭餐
桌上不可或缺的贺岁美食。

另外，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将
上演春节专题彩灯展“鱼跃香江乐满
城”，蕴含如鱼得水、鲤跃龙门、年年有
余的寓意，让参与者收获满满的新春
祝福；年初三“农历新年赛马日”，可以
到沙田马场欣赏骑师策马扬鞭，骏马
竞逐奔驰，象征新年心愿的马到成功；
新年登高，在香港莫过于前往天际
100、昂坪 360，或乘坐缆车前往山顶
登高祈福。此外，中环海滨的“欧陆嘉
年华”、香港迪士尼乐园、香港海洋公
园也是游客喜欢光顾的地方。

春节期间，香港的各大商家推出
许多折扣活动，去商场扫货、品尝各
式美食也是新春游香港的不错选
择。对于想深入体验香港本土文化
的内地游客，尤其是年轻游客也可以
尝试“旧城中环”主题漫步路线、郊野
旅行线路等，趁着新春假期更多角度
了解香港。

香港旅游发展局还为内地游客设
置了一些专属服务，下载“香港·优惠”
App，或关注支付宝钱包App、“香港·
优惠”服务窗、登录大众点评及美团
App，就可以获得多种优惠券。特别
需要提醒游客的是，香港春节公众假
期为农历年初一至初三（2018年2月
16日至18日），大部分政府部门、银行
及公共服务会暂停业务，公共交通则
如常运作；大部分旅游景点和主题公
园照常开放；主要旅游区的商店及餐
厅一般也会照常营业。露天市场及小
商店等则会在大年初一、初二休息，初
三开始恢复营业。

香港的春节，既现代又传统，既
有东方风味又具西方特色，年轻人觉
得很古典，老年人感觉很新潮。去香
港过年，在传统与现代中感受多元年
味吧。

为了迎接2018农历新年的到来，
澳门农历新年亮灯仪式于2月2日举
行。今年农历新年期间，澳门民政总
署将在澳门各区的主要街道、广场、公
园、圆形地等地摆放富有农历新年气
氛的灯饰，地点共有 76 个，包括澳门
半岛54个、凼仔14个及路环8个。今
年的贺岁灯饰除了不同造型的传统花
灯外，还以各式各样的福犬造型及其
他农历新年元素作为装饰布置，并在
著名旅游景点议事亭前地设置一座充
满农历新年特色的大型舞台，为澳门
各区增添不同元素的节日色彩。

除了布置贺岁灯饰及生肖雕塑，
在这座教堂、炮台等欧式建筑物林立
的小城里，澳门的春节习俗随着年的
临近纷纷登场。

每年腊月廿三祭灶、送灶王，是一
项在中国民间影响大、流传广的习
俗。澳门保留了这一中国最传统的年
俗，称之为“谢灶”。很多家庭、公司以
及餐饮企业都会举行专门的祭拜仪
式，为灶神献上灶糖。

过大年，离不开置办年货。为了
让澳门人更方便地置办年货，澳门民
政总署每年都开设“年宵市场”。澳
门的“年宵市场”虽然没有香港的庞
大，但胜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挂
饰、花卉到鲜鱼，各式各样的货品应
有尽有。澳门人正式过年一般从腊
月廿八开始，商家老板大都在这晚请
员工吃“团年饭”以示财运亨通、吉祥
如意。

除夕夜，守岁和逛花市是澳门辞
旧迎新必不可少的两个节目。守岁
之时，家人朋友齐聚一堂，吃年饭、看
电视、叙旧聊天，共享天伦之乐。除
夕之夜，摆出吉祥的花木迎接新春也
是澳门家家户户惯常的习俗。在澳
门的年宵夜市上，桃花、水仙、盆竹、
橘果等都是热卖的花品，寓意着大展
宏图、大吉大利。

爆竹一声除旧岁，但澳门作为世
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这爆竹还
真不能随意放。为了保障城市安全但
又不乏年味，特区政府每年都会安排

“燃放爆竹特区”，允许游人在区内燃
放爆竹。“燃放爆竹特区”位于近海的
开阔地带，所有的爆竹摊档必须持牌
经营。

大年初一早上，人们穿着新衣鞋
袜，去到亲朋家拜年乃是重头戏。不
仅华人如此，土生葡人也是这样。中
华总商会、同善堂、各同乡会及众多社
团，纷纷举行“团拜”。政府文康机构
在春节期间举行连串贺岁活动，小孩
子笑口盈盈，喜接“利是”。

春节这天，澳门人讲究派“利是”，
以示吉利。“利是”即红包，这天老板见
到员工，长辈见到晚辈，甚至已婚人见
到未婚人都得派“利是”。

大年初二，是澳门传统“开年”的
日子。“金龙、中国武术、南北醒狮表
演”，巡行街上，场面壮观。“开年”日要
吃“开年”饭，这餐饭必备发菜、生菜、
鲤鱼，意在取其生财利路。“开年”过
后，澳门会延续中国传统春节氛围，烟
花爆竹、玩龙舞狮，直至元宵佳节，将
春节的气氛不断推向高潮。

澳门：“谢灶”“守岁”迎“开年”
本报记者 朱 琳

创新开拓转型新路径

转型升级，是台企可持续发展的长期
课题。其中，从以前侧重量的堆积，逐渐转
换为重研发、重技术，通过新技术打开市场
和产业新空间，正成为东莞台企转型升级
的新路径。

东莞百宏实业有限公司通过引进德国
先进技术和设备，采用一片式经编针织提
花网布实现鞋面一体成型，将传统鞋面制
造工序减少约40%。“通过一片式鞋面的设
计，能够实现整个鞋面模块化生产，生产过
程稳定、高效。”百宏实业总经理室特别助
理陈玉丰说。

专注精密构件的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
份有限公司，近年来依靠创新制造方式，从
一家加工贸易企业逐渐转变成手机精密构
件产品生产商。通过智能改造，劲胜精密
东城厂区用工数从原来的204人减至目前
的33人，产品开发周期也大大缩短。“原来
一条生产线只能生产一种产品，通过加装
智能识别等设备和软件，目前单条线可同
时制造9种产品。”劲胜精密智能制造事业
部总经理黄河说。

百宏实业和劲胜精密成功转型升级的
背后，离不开东莞市政府的积极助推和强
力引导。为推动台企转型升级，东莞市政
府引进台湾电公会、中卫发展中心等14家
台湾产业服务机构，为台企提供转型升级
诊断辅导服务。

借力电商打开新市场

目前，东莞台商协会会员企业发展至
3000 多家，协会成员企业分布电子电器、
五金工模与电镀、制鞋、电脑与通讯周边等
多种制造类行业，是东莞制造类行业发展
的骨干。然而，在这些企业中，涉足电子商
务的仅有三成，不少台企从电商领域带来
的订单占比不到一成。

为了推动台商借助电商拓展内外销
市场，东莞市政府积极搭建电商公共服务
体系。近年来，东莞创新“互联网+工业”
模式，率先启用了全国统一版的“跨境贸
易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实现了跨境电商
通关“全国第一票”；以虎门服装、大朗毛
织、厚街家具等重点电商产业园区为载
体，以菜鸟网络、京东、1 号店等电子商务
供应链中心为重点，加速形成电商发展的
全产业链和生态系统，鼓励加工贸易企业
利用“互联网+”拓展新兴市场，不断扩大
市场竞争力。

在东莞，不少台企都具备较强的研发
设计生产能力，如今电商平台为企业切入
内地市场创造了无限商机。

台湾青年创业注入新活力

调查显示，有近六成的台湾青年愿意
到大陆就业、创业。“东莞台商众多，随着台
商二代的成长，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东
莞创业。这些青年非常有创意和想法，可
以把许多创业项目带过来。”东莞台商协会

副会长陈宏钦说。
张睿希是陈宏钦口中的来莞创业青年

中的一员。张睿希在台湾完成学业后，放
弃了高薪工作，选择来东莞创业。目前，张
睿希是 UniD17 设计营销有限公司的创始
人之一，公司业务包括设计、运营、渠道沟
通和影片制作 4 大模块。张睿希表示，要
把东莞作为创业大本营。

与张睿希同样有着强烈创业激情的，
还有吴森胜。吴森胜并没有接手父亲的
拉链厂，而是把创业方向定在自己喜爱的
咖啡上。目前，吴森胜已经在东莞打造了
4 家咖啡店，其经营的“翘鼻子”咖啡品牌
成为单品咖啡市场的一匹黑马。

为了让更多台湾青年享受到大陆发展

的红利，近年来东莞市安排财政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台湾青年人才来莞创新创业。目
前，东莞拥有松山湖台湾高科技园两岸青
年基地和901青创联盟等两岸青年就业创
业示范点。其中，松山湖台湾高青创基地
计划用3年时间，引进不少于100名台湾青
年人才到东莞创新创业。

数据显示，自 2008 年以来，东莞台资
企业总数一直稳定在3400家以上。而且，
台资企业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生产模式
从 OEM（贴牌生产）向 ODM（委托设计）、
OBM（自有品牌）转变。截至目前，东莞拥
有自主品牌的台资企业超过600家，ODM
和OBM产品出口占比从2008年的33.8%
提升至目前的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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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春节讲究阖
家团圆，无论是近在咫尺,
还是远在天涯,都要想方
设法返乡回家。但新春临
近，台胞的返乡路却并不
顺畅。

是谁在给台胞“欢欢
喜喜过年”这最平常的心
愿添“堵”？台湾当局以
东航、厦航使用 M503 航
线及其连接线为由，阻挠
批准两家航空公司共176
班春节加班机计划，给需
要回家过年的数万名台
胞制造困难。更令人难
以接受的是，台湾“陆委
会”主委张小月称暂缓准
许加班机只是“最轻微的
处分”，台湾民航部门人
员表示“未来要看对岸善
意来决定两岸定期航班
会否继续受影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面对台湾当局的把戏，
大陆航空公司采取果断措
施让台胞尽快重新规划回
台路线，福建省方面也已
部署增加平潭至台湾的海
上客运航班。但是，大陆
方面的这一善意又被台湾
方面诬蔑为有“政治目
的”。如果一定要探究目
的的话，大陆方面确有“目
的”——那就是为台胞办
好事办实事，而不是伤害
和牺牲民众的福祉。

十年直航路，风雨一
家亲。两岸春节加班机是
大陆方面本着“两岸一家
亲”理念推出的一项惠民政策。10年来，春节加班
机航点不断扩大，航班不断增加，满足了两岸民众春
节往来和台胞返乡过年的愿望，受到两岸同胞的一
致欢迎。2017年，两岸人员往来规模继续扩大，台
胞来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的人数持续增多。
大陆民航主管部门和航空公司根据台商台胞返乡过
年和两岸同胞春节期间往来的实际需求，在机场、时
刻、运力等资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克服困难，积极
组织保障，努力安排增加航班。台湾当局却将两岸
春节加班机与启用M503北上及连接线航线两件毫
不相干的事情挂钩，不惜以台胞台商做人质，对大陆
航空公司实施报复，严重损害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
民众返乡过节的权益，严重背离广大游客及千万家
庭的人道需求。

至于台湾当局此次发难的由头——M503航线
安全性问题更是无稽之谈。首先，M503航线是一条
对外开放的国际民航航线，完全位于台湾海峡靠近
大陆一侧，在上海飞行情报区内。设立和启用这条
航线是大陆民航空域管理的一项常规工作。M503
航线已经经过了多方专家的可靠性论证，经过了国
际民航组织的批准，并且为这个航线指定了代码。
航线运行的精度、安全性以及可靠性，均符合国际民
航组织的规范。第二，海峡西岸空域是大陆长三角
往返珠三角地区以及港澳、东南亚等地区的空中交
通要道，两岸空中直达航路也经过该地区。开通
M503北上及衔接航线，是为了缓解该地区航班快速
增长的压力，保证飞行安全，减少航班延误，保障旅
客权益，满足亚太地区航空运输发展需要，同时也有
利于改善两岸航班运营，进一步便利两岸人员往来，
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两岸同胞加强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双赢的愿望
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奉劝台湾当局莫再采取损
害民众利益的荒唐行为，不要再与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两岸同胞交流合作的大势背道而驰。

本报讯 记者亢舒报道：内地房地产估价师与
香港产业测量师专业资格互认回顾展望暨颁证活动
日前在香港举行。据悉，这是自2004年以来，内地
与香港第三次资格互认，此次互认有80名香港产业
测量师、90名内地房地产估价师取得对方资格。迄
今，共有276名香港产业测量师、300名内地房地产
估价师取得了对方资格。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内地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
度推行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内地和香港也开始了
房地产估价交往活动。据介绍，1993 年内地建立
了房地产估价师职业资格制度，是目前评估行业中
唯一的准入类职业资格。2001 年，两地房地产估
价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表达了开展资格互认
的意愿，并积极推动相关工作。2003 年6月份，中
央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推动
了资格互认工作进程。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2003 年11月份，中国房地产估价师学会和香港测
量师学会签署了互认协议。2004 年，完成了首批
互认，香港97名产业测量师、内地111名房地产估
价师取得对方资格，成为CEPA框架下最早完成互
认的专业资格。2011年，完成了第二批互认，香港
99 名产业测量师、内地 99 名房地产估价师取得对
方资格。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开展资格
互认工作，搭建了两地房地产估价行业共同发展的
桥梁，有效增加了香港产业测量师到内地工作机
会。当前，国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今后两地房地产估价行业将更加紧密交
流，不断提升行业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更好地服
务于国家经济发展。

日前，香港首个乐高主题中国农历新年大宅院场
景作品向公众开放。图为由15万颗乐高积木砌成的

“巨型鸿运醒狮”。 新华社记者 刘 昀摄

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赴澳门旅游的参团旅客共
863.3万人次，较2016年增加14.3％。图为旅客在澳门
议事亭前地游览。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