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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翻”告旧岁 克难来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廉 丹

2018 年，是两岸同胞携

手推动两岸关系克难前行的

一年。尽管民进党当局上蹿

下跳、反复无常，但两岸同胞

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之势却是

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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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稳健增长 就业充分
本报记者 朱 琳

一个“翻”字耐人寻味

台湾媒体和机构评选 2018 年度汉
字，“翻”字位列榜首，可谓耐人寻味。台
媒评论，“翻”字正如2018年台湾政治经
济社会缩影，精准反映了一年间的时事。

经济民生方面，民进党当局一年来在
能源、劳工、年金等问题上决策翻来覆去，
乱象迭起。以台湾面临“电荒”问题为例，
民进党牢牢抱住“非核家园”的神主牌，却
又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岛内舆
论批评当局能源政策自相矛盾，不切实
际，一边推动“非核”，一边又用火力发电
填补核电缺口，加剧空气污染。

在文化教育领域，民进党当局推动
“去中国化”亦是翻江倒海，企图清洗台
湾同胞的中华文化记忆，遂行“文化台
独”的政治目的。当局教育部门大幅降
低高中语文课纲的文言文比例，将高中
历史课纲的“中国史”塞入“东亚史”。

在大陆政策方面，民进党当局口称
“善意”，却始终拒不接受“九二共识”，想
方设法限缩两岸交流往来，造成岛内许
多行业困顿、萎缩，其敌视大陆的种种做
法引发民怨。对大陆相继出台的“惠台
31条”和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等有利于
台湾同胞的措施，民进党当局或冷言冷
语说怪话，或危言耸听恐吓民众。

一年来，民进党当局政绩乏善可陈，
民众不满意度持续上升。2018年 11月
24 日，台湾地区举行“九合一”选举，选
出 22 个县市的县市长、议员以及乡镇
长、村里长等 9类公职人员。在 22个县
市长中，国民党获 15席，民进党获 6席，
另有 1 席为无党籍。同时，与选举捆绑
的所谓“奥运正名公投”因“不同意”票超

过“同意”票被否决，其中“不同意”票达
577 万张，涉“独”公投案再次失败。这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台湾民众希望政治
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两岸和平的
强烈愿望。

继续以不变应万变

一年来，面对民进党当局蓄意挑衅、
变化反复，大陆始终努力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更大
力度为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谋利造
福，继续以不变应万变。

2018 年年初，对台工作会议举行。
会议明确指出：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

“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
的“台独”分裂，积极扩大两岸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
发展，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
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
遇，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
进心灵契合。

随即，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31个部门出台《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31条措施”涵
盖产业、财税、用地、金融、就业、教育、文
化、社会、医疗等多个领域。“31条措施”的
出台，有助于台资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
本，加快转型升级，拓展内需市场，助推台
资企业在大陆扎根发展，并为台湾同胞在
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更多便
利，创造更好条件。截至2018年12月24
日，已经有22个省区市的60个地方结合

当地实际，出台了落实具体办法。
2018 年 8 月份，福建向金门供水工

程正式通水，为金门民生需求、建设发
展解燃眉之急、免后顾之忧，充分体现
出大陆为广大台湾同胞谋福祉的担当
作为。

2018年9月份，《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申领发放办法》正式实施。公安机关在
各地设立6572个申领居住证办理点，符
合条件的台湾同胞可自愿申领，领取居
住证即可享受国家和居住地提供的各项
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申领发放办法》实施后，受到广大台湾
同胞普遍欢迎和肯定，各地台商、台干、
创业台青、台师、台生等申领十分踊跃。

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岁末年初，对台湾新一年的经济增长
预测纷纷出炉，下调增长预期成主基调。

台湾综合研究院近日发布报告预
测，台湾2019年全年经济增长率预估值
将从 2018 年的 2.64%降至 2.34％。在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台湾外需成长
空间相对有限、民间消费意愿长期疲弱
的环境下，台湾经济增长将更趋保守。
报告还指出，2019年台湾经济面临的不
确定性因素还包括两岸关系走向和当地
政府投资预算实际执行成效，诸多问题
将考验台湾经济的韧性。

台统计部门近期公布的最新经济增
速预测也显示，由于全球经济扩张步调
减 缓 ，预 计 2019 年 台 经 济 增 速 为

2.41％，比 2018 年 8 月份预测值下修
0.14个百分点。

更趋保守的经济形势在多个领域呈
现出连锁反应。台湾人力资源机构
1111 人力银行近日公布的《2018 新鲜
人就业追踪调查》显示，台湾职场新人首
份工作起薪为27042元新台币，较2017
年下降 808 元新台币；新人期待薪资
31103 元新台币，较 2017 年下降 1162
元新台币。1111 人力银行副总经理何
启圣表示，台湾经济形势充满考验，这将
影响企业主薪金支出，求职者也嗅到了
这种氛围，为求尽快进入就业市场，以致
薪资期待相对保守。

据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2018 年 12
月份发布的数据，2018 年 11 月份台湾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较上月下
跌 3.8 个百分点至 48%，为 2016 年 4 月
份以来首次呈现紧缩。台湾整体制造业
未来 6个月景气状况指数连续 3个月呈
现紧缩，为 2015 年 10 月份以来的最快
紧缩速度。

岛内经济“闷”，令越来越多台湾民
众和企业热衷“西进”。2018 年 1 月份
至 11 月份，台湾同胞来大陆 562.9 万人
次，同比增长4%。据台湾金融管理机构
公布的消息，2018 年前 3 季度，共有
1192家上市公司赴大陆投资，合计获利
2156亿元新台币，创历年新高。

展望新的一年，两岸关系发展机遇
与挑战并存。惟愿广大台湾民众继续分
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从大陆的
发展机遇和政策措施中获益。

2018年第三季度以来，香港就业情
况表现良好。2018 年 9 月份至 11 月份
的失业率仍保持 2.8%，是逾 20 年来最
低水平，总就业人数达 387 万。“劳动力
市场充分就业是 2019 年香港内需的主
要支持因素。”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学术委员鄂志
寰指出，高就业率有助于保持消费增长，
并对实体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
餐饮、养老服务和建筑业等不少行业仍
面临人手短缺问题，就业市场稳定将利
好个人消费和经济增长。中银香港高级
经济研究员蔡永雄也认为，香港劳工市
场全民就业和趋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助
于经济增长，金融和创新科技有望成为
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2018 年，香港交易所实施了 25 年
来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为拓宽香港上

市制度新订的《上市规则》于 4 月 30 日
生效，允许新经济公司及生物科技公司
来港上市。2018 年共有 209 家公司来
香港上市，截至 12月 18日，融资总额约
2800亿港元。其中，新经济公司新股发
行成为主力，包括小米、美团点评在内的
28 家新经济公司及生物科技公司已在
香港上市，融资额累计约 1360 亿港元，
占 2018 年募集资金总额的近一半。港
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加表示，由于“一国两
制”带来的制度优势，香港一直是内地公

司海外上市的首选，在新旧经济增长动
力转换的关键阶段，内地新经济公司存
在强劲的融资需求，目前内地仍有源源
不断的新经济公司准备 2019 年来香港
上市，“新的上市机制可以吸引更多新经
济公司来香港，为香港市场带来长久的
繁荣与活力”。

2018年，也是香港跨境基建收获丰
厚的一年。9 月份，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开通。数据显示，截至 11月 29日，广深
港高铁香港段总乘客量超过 340 万人

次，平均每日乘客量超过 5 万人次。10
月份，经过9年的建设，港珠澳大桥正式
通车。大桥也把往来珠海与香港国际机
场的行车时间由 4小时减至 45分钟，极
大地促进了人员和货物流动，也为香港
带来了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新机
遇。“两大基建的开通将推动‘一程多站’
旅游发展，加上国家大力推动‘一带一
路’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旅游
业发展将进入新阶段。”香港旅游发展局
主席林建岳说。

与此同时，稳健的金融体系为香港
防御未来风险提供了保障。数据显示，
香港银行体系流动性覆盖率达 150%，
平均资本充足率逾 19%，位居世界前
列；2018 年前 3 季度不良贷款率低于
0.6%。香港银行公会主席施颖茵认
为，香港金融监管机构及银行业已为外
部环境挑战作足准备，有信心应对市场
波动。

近日，有香港经济学家及研究机构
预计，2019 年香港经济将趋向稳定发
展。香港大学香港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
所亚太经济合作研究项目预测，在不确
定性因素作用下，香港2019年首季实质
GDP增长率将减缓至按年增长2.3%，全
年增长将减缓至 2.8%。香港特区政府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将继
续投资未来，突破土地和人才两方面的
发展制约，并推动创新科技的应用和产
业发展，让经济发挥最大的潜能。同时，
香港将把握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
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以推动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并为
香港青年提供多元、优质的就业机会。

2018 年第四季度两岸暨港澳
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澳门消费者
信心总指数为 91.4，与第三季度相
比上升 1.1。稳定的消费者信心体
现了澳门社会对经济发展和面对各
种挑战的信心，澳门的综合实力和
应变管理能力逐步增强。澳门特区
行政长官崔世安在澳门 2019 年财
政年度施政报告中指出，目前澳门
经济持续向好，失业率维持低水平，
公共财政稳健，民生获得改善，整体
社会将保持稳中求进总基调。

“两一”建设不断深化

当前，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
设正在迎来黄金发展期，“一个中心”
建设不断深化。2018年，澳门国际
机场旅客量和航班量分别比上年同
期增长15%和12%，创下新纪录。澳
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绮华表示，
2018 年 澳 门 入 境 旅 客 有 望 达 到
350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而且游客
满意度保持高位，澳门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吸引力持续上升。

为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及人文交流往来，澳门积极
打造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不断深化“一个平台”建设。
2018 年 3 月份，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与澳门大学、澳门
理工学院等共同成立了“培养中葡双语人才联盟”；4月份，澳
门大学成立重点面向葡语系国家的孔子学院，开展汉语培训、
线上线下教学等活动；10月份，“第一届中国与葡语国家高校
校长论坛”在澳门大学开幕，共同探讨澳门如何更好地发挥作
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桥梁和平台角色。

此外，2018年进博会也为澳门发展提供了助力。澳门贸
易投资促进局行政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李藻森表示，通过参
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既可以帮助澳门企业搭乘国家发展
快车，抓住机遇，又可为中国内地市场引入澳门与葡语国家优
质产品。

多元发展初见成效

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表示，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澳
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初见成效，非博彩业务收益比重上升，
新兴产业增加值总额上升两成。

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过程中，澳门会展业是一大亮
点。国际展览业协会发布报告显示，澳门净销售展览面积由
2013年的14.3万平方米上升至2017年的21.75万平方米，升
幅高达近52.1%，为全亚洲升幅最高地区，平均每一专业展览
更录得近 210万美元收入，说明澳门的展览市场表现优于整
体经济表现。

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过程中，澳门中小企业功不
可没。2018年特区政府持续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支持中小微企业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提升创新能力，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推广电子支付应用，支持社区
消费活动，引导会展客商入区消费，发展社区经济。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以港珠澳大桥通车为标志和契机，伴随2018年一系列配
套举措出台，澳门正加速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入”也成
为澳门2018年的关键词之一。

2018 年下半年以来，有关人才培养与区域流动、青年创
业、养老医疗等区域合作的话题不断升温，成为澳门多个论坛
和研讨会的主题。10月份，澳门成功举办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青年论坛；同月，澳门青年创业孵化中心揭牌。在政策支持方
面，12月份，内地与澳门签署《CEPA（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货物贸易协议》，连同之前已经签署的
CEPA服务贸易协议、投资协议和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标志着
提前完成了国家“十三五”规划中的CEPA升级目标。

“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动澳门经
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促进内地与澳门的经贸交流合作，体现了
中央政府对澳门的大力支持，为澳门制造产品进入内地市场
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更好地响应澳门业界需求，协助业界
及早掌握先机拓展内地市场。”梁维特说。

对于澳门在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征程中将扮演怎样的角
色，梁维特表示，澳门未来要继续发挥精准联系功能，借助中
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作用，围绕“国家所需、澳门
所长”，提升“走出去、引进来”的成效，促进澳门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

回顾 2018 年，虽然香港

经济增速放缓，但得益于继

续借力“一国两制”制度优

势、雄厚的软实力以及与内

地协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

科技创新，香港经济实现了

稳健增长。

图为位于香港上环的招商局集团大楼。 （新华社发）

2018 年，是澳门

回 归 第 19 年 。 这 一

年，澳门“一个中心、一

个平台”建设不断深

化，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初见成效，翻开了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新篇章。

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图为首辆私家

车在澳门口岸离境车道上通关。 （新华社发）

2018年9月19日，上海为首批30位台胞颁发居住证。图为台胞在展示台湾居民居住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