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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湾 区 镶 嵌 着 多 个 美 丽 城

市，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像闪烁

的明珠，赋予湾区独特的人文亮

色。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广

东省政府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

区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勾画出

一幅令人心驰神往的人文湾区、

休闲湾区的发展蓝图。在规划引

领下，粤港澳文旅发展将进一步

形成合力，不仅为区域经济提供

有力支撑，也将为多元文化格局

增添光彩。

城市之间的深度合作，离不开

文化的交流往来。文旅产业一直

是支撑港澳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

重要动力。然而，近年来，港澳文

旅产业逐渐暴露出发展结构的隐

忧，以旅游市场为例，香港旅游消

费主要以购物为主，澳门旅游消费

则以博彩为主，这种长期单一结构

已经严重阻碍了港澳旅游业进一

步发展。

文旅交流能够帮助香港和澳

门不断提升城市魅力。粤港澳同

属岭南文化圈，区域地理、文化渊

源、人文精神、风俗习惯上同气连

枝、一脉相承，具有天然的文化认

同感和亲切感。在粤港澳大湾区

中，以岭南文化为特色的广东，与

国际化大都会香港、世界旅游休闲

中心澳门可以形成旅游类型和内

容上的错位互补。如果将粤港澳

大湾区的旅游资源进一步整合，必

将从规模上形成整体优势，结合城市自身特点形成特色优

势，吸引更多优质旅游企业进驻，推动旅游产业结构升级。

近年来，内地与香港文旅产业已具备较好的政策和

市场环境。随着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的投入使用，降

低了城市间的平均旅行时间，提升了城市可达性，“一小

时黄金旅游圈”逐渐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文旅交流进程明

显加速。

当然，加深大湾区三地之间的文旅融合时，要深入考虑

如何实现旅游资源的合理空间布局、城市功能互补，突破同

质化竞争，进而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协同发展。譬如，在尊

重和保护各方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不断便捷游客的流动，降

低乃至消除游客在交通、关口、法律等方面的障碍，建立起

一个真正一体化的旅游市场；再如，联合开展粤港澳旅游宣

传推广，共同开发“一程多站”旅游产品等。

《规划》的出台有利于支持港澳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展示港澳中西合璧的文化魅

力，进一步提升港澳的国际影响

力。相信港澳的文旅产业必将展

现出更大更持久的魅力。

上海台北携手共进——

坚信“阳光总在风雨后”
本报记者 沈则瑾

“阳光总在风雨后——沪台交流回眸”展

近日在上海开幕。由上海市台办和上海市档

案馆联合主办的这一展览，共展出 660 幅图

片、12 部累计 240 分钟视频和 120 件实物，以

丰富翔实的内容，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了30多

年来上海对台工作的总体面貌和丰硕成果。

破冰历经波折

“本次展览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音像、

每一件实物，都将唤起人们 30 多年难忘往事

的回忆和留恋。这些历史的瞬间，犹如一个

个音符，汇聚在一起，组成了一曲赞颂沪台交

流成果的华丽乐章。”展览序言写道。

共 800 平方米的展览厅内，分有大政方

针、开启交流、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人员往

来、实现“三通”、乐业安居七部分内容，展期

为6个月。

上海是闻名遐迩的工商业城市，与台湾

各界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两岸开启往来之

后，探亲潮、旅游潮、投资潮一波波接踵而来，

上海成为两岸交流的重镇。

一张褪色的照片上，“回家去”三个大字

让参观者的心为之一颤。1987 年，两岸之间

打开了长达 38 年之久的藩篱，两岸关系也从

人员往来逐渐发展到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政

党交流、移居生活。

许多两岸交流中的“第一”都与上海有

关，展览中许多照片记录下了这些令人难忘

的历史一刻：

1987年 10月 28日，台湾当局开放赴大陆

探亲前夕，台北的方锡镜借道香港来到上海，

在一家墓园，他手持台湾家人合照，跪倒在双

亲坟前泣不成声；

1988年 9月 9日，66名台湾老兵乘坐的探

亲船“昌瑞轮”抵达上海港，船员们正在小心

搀扶着老兵们下船，这是两岸隔绝近 40 年后

第一艘来自台湾的客轮；

1988年 11月 25日，一脸悲切的上海铜厂

职工许松林赴台奔丧。他手持 1988 年 11 月

签发的“大陆同胞旅行证”，是 1949 年后首位

前往台湾的大陆居民；

2003 年 1 月 26 日上午 8 时 52 分，台湾中

华航空公司 CI-585 航班降落在上海浦东机

场，这是历经 54 年后第一架台湾飞来的民航

班机……

一幅幅照片，是两岸关系一步步向前发

展留下的深深足印。地域壁垒一旦被打破，

两岸交流势不可挡。在沪台湾同胞为上海改

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分享了上海的发

展机遇与发展成果。举办展览，为的是冀历

史昭示未来，以成果提示信心。

沪台合作情谊浓

上海是我国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具有辐

射长三角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连接的优越地

理位置，正在加快步伐迈向国际经济、金融、

贸易、航运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

心，受到广大台商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他们的

投资热土。

上世纪80年代，在大陆改革开放初期，一

些台商从海上通过小额贸易与上海通商。上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台商看

好上海的投资环境，纷至沓

来，形成一股“上海热”的

潮流。

上海市委台办主任李

文 辉 介 绍 ，截 至 2020 年 6

月，上海累计批准台资项目

14644 项 ，合 同 利 用 台 资

428.89亿美元，74家总部经

济 和 研 发 中 心 在 上 海 落

户。台资企业对上海的投

资，涵盖了生产加工、科技

产业、金融、食品、餐饮服务

等领域，推动沪台经贸合作

上了一个新台阶。

上海不断改善的营商

环境深深吸引着广大台商

来上海打拼。早在 2011 年

12 月，上海出台了 15 条涉

台措施；2015 年，上海发布

了《上海市台湾同胞投资权

益保护规定》；2018 年，上

海率先发布55条惠台措施。这些政策措施有

力地保护了台商的利益，也坚定了台商继续

在上海投资发展的信心。

2006 年 9 月，上海市台办与上海银行签

署《支持台资企业发展金融合作协议》，至今

已合作七轮，共授信额度 1300 亿元人民币，

277家台企受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上海

台企提供了9.3亿元人民币贷款。

在科技方面两岸合作也是硕果累累。台

湾船东在大陆定购的第一艘货轮是上海制

造，台北港采购了上海生产的码头起重设备，

上海海洋大学专家团队辅导养殖的台湾苗栗

大闸蟹连续多年在全国河蟹比赛中获奖，两

岸在数字媒体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等开展了

联合创新合作，台企中达电通参展在上海举

办的 2020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台湾展团签

约参展今年将在上海崇明举办的第十届中国

花卉博览会。

沪 台 交 流 30 多 年 ，同 胞 情 谊 似 酒 浓 。

1973 年上海港开始接待台湾渔民进港避风；

台商参与沪上志愿献血队伍被誉为“献血状

元”；台商陈永泰重金收购被盗文物后捐赠祖

国使之复原；台湾慈济骨髓库 1999 年开始为

上海患者捐赠骨髓，至今已达 345 例；台湾遭

受“八八风灾”，上海东方电视台专门举办赈

灾晚会；2020 年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上海 80

多家台企向湖北武汉等地捐款捐物近8000万

元人民币。

双城不再陌生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是沪台之间开展

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通过论坛，上海与台

北两市 10年间签署了 36份交流合作备忘录，

涉及市政、医疗、教育、体育、旅游、文化、科

技、青年、交通等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双城论

坛不仅建立起官方对口的合作交流机制，也

为民间开通了广泛的沟通渠道。

2012年双城论坛首次在合作备忘录中纳

入基层交流内容。至 2019 年，上海各区都和

台北结对，两地的区政基层交流日渐频繁。

上海的居委会主任前往台北体验一日台北的

里长，台北的里长来上海体验一日居委会主

任，这类基层互访，让两地居民更加了解彼此

的生活，也吸收到对方在社区管理上的经验

和先进理念。上海虹口区蒋家桥居委会主任

丁素芳说：“在台北当了一天的里长，让我学

到了很多经验，我把这些经验也带到了日常

工作中。”

2015 年，上海金山工业区成为首批海峡

两岸青年创业基地之一，这个成熟的工业园

区向怀抱创业理想的年轻人，尤其是来自台

湾的青年创业者们张开了双臂。2016 年至

今，工业园区已连续举办了三届上海海峡两

岸青年创业大赛，两岸青年在创业路上相互

学习，彼此加深了解和沟通，让“创意点亮梦

想，创业改变未来”。

上海和台北都是充满创意、活力和时尚

的城市，台北青年对上海的印象是“风情万

种”“节奏非常快”“繁华和璀璨”“比较多元”

“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上海青年对台北的

印象则是“有很多帅哥美女”“很淳朴”“很有

韵味”。

在两岸交流中，上海和台北始终扮演着

领跑者和示范者的角色。

台北素有“文创设计之都”美誉，城市

人文气息浓郁，在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再创作

方面，有很多值得其他城市学习和借鉴的地

方。2010年，上海作为“设计之都”加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如今在上海

很多成熟的创意园区，两岸文创工作者的奇

思妙想相继破茧成蝶，成为都市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精致品质。麦可将文创园区总经

理、台商连泰瑞说：“双城论坛文创交流给

两岸文创、两岸民间交流带来非常好的典

范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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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

快速发展离不开活跃的人才流

动。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加速推进，香港通过多项人才入

境计划和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等，不断加强与内地的人才交

流，为香港经济高增值和多元化

发展持续注入新鲜血液。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

李家超日前在立法会会议上回

应优秀人才入境计划（以下简称

“优才计划”）相关问题时表示，

“优才计划”自2006年6月推出以

来，共有 7127名申请人获得分配

名额，其中，来自内地的人数最

多，共有6179人，占比超过86%。

“优才计划一直是吸引世界

各地高技术人才或优才来港定

居，以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的重

要渠道。”去年 11月，香港特区政

府公布，“优才计划”配额由每年

1000 名增加至 2000 名。李家超

表示，将持续检视“优才计划”的

安排和成效，配合香港人才清

单，以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来港

发展，扩充香港人才库。

香港特区政府还于 2018年 6

月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计划”，适

用于在香港科技园及数码港从

事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网络安

全、机器人技术、数据分析、金融

科技及材料科学 7个范畴的租户

和培育公司，帮助香港科创界延

揽人才。

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是

香港发展的重大策略，人才是创

科成功的关键。然而，科研人才

短缺却是香港创科行业发展中

的一大弱点。香港特区政府劳

工及福利局发布的《2027 年人力

资源推算报告》显示，预计 2027

年，香港创科行业人力需求将增至5.76万人。

“香港发展创科，需要更多科技人才。”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2020 年 1 月，香港特区政府再次

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计划”优化措施，输入人才的科技范

畴由原来的 7个增至 13个，适用范围也扩大至香港所有

进行有关研发活动的公司。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正

与深圳市人民政府携手，共同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的深圳园区和位于落马洲河套的香港园区，进一步推动

港深两地科研人才交流。

积极从内地吸引人才的同时，香港也鼓励本地居

民前往内地工作。林郑月娥在 2020 年施政报告中提

到：“以香港的经济和市场规模，青年人的失业率可能

会维持双位数一段时间。另外，有 7000 万人口的大湾

区发展潜力却十分巨大，能为香港青年人提供事业发

展机会。”

为支持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香港特区

政府于今年 1 月 8 日正式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鼓励在香港及大湾区内地城市有业务往来的企业，聘请

香港的大学毕业生，并长时间派驻他们在大湾区内地城

市工作及接受在职培训，名额共 2000个。参与计划的企

业须以不低于 18000 港元的月薪聘请毕业生，香港特区

政府会按每名获聘毕业生向企业发放每月 1万港元的津

贴，最长18个月。

为鼓励更多香港年轻人到内地创业，香港特区政府

民政事务局在“青年发展基金”下推出“粤港澳大湾区青

年创业资助计划”，为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香港青

年提供更到位的创业支援。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中宣

布，预计出资约 1亿元，为近 200家青年初创企业提供资

助并向约4000名青年提供服务。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还通过“青年内地

实习资助计划”，资助非政府机构举办青年在内地的实

习活动，让香港青年体验内地职场实况，加深对内地就

业市场、工作文化和发展机遇的认识。香港特区政府政

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介绍，青年内地实习资助计

划框架下的“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已于去

年开始涵盖所有大湾区内地城市，约有 950 名青年在大

湾区实习。

“视疫情发展情况，特区政府在未来将持续优化和

扩大有关计划，为香港青年提供更多机会走进大湾区。”

曾国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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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届亚洲金融论坛网上举行——

香港面临五大新机遇
本报记者 李万祥

1 月 18 日至 19 日，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香

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 14 届亚洲金融论坛

在网上举行。此届论坛主题为“重塑世界经

济新格局”，来自世界各地逾 160 名政界领

袖、金融及投资专家、商界人士等在论坛上发

言并参与探讨，超过4000名业界人士参加。

网上论坛从早到晚横跨不同时区，从多

角度深入剖析经济前景，发掘全球商机。论

坛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视频

致辞时表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香港金融系

统表现强韧，金融市场有序运作，体现了投资

者对香港金融市场的信心。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

主席郭树清表示，香港不仅仅是中国的香港，

更是亚洲的香港，世界的香港。在亚洲和中

国发展的新阶段，香港必将重新焕发巨大生

机和活力。

林郑月娥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重挫商

界，2020 年世界经济将萎缩 4.4%，预测香

港 2020 年全年经济收缩 6.1%。但随着新冠

肺炎疫苗陆续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启用，如果

疫苗成效显著，相信 2021 年下半年经济有

望复苏。

内地成功控制住疫情，是全球唯一一个

在去年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待疫情

结束后，相信香港会迎来巨大发展机遇。林

郑月娥表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凭借

与国际接轨的法制、良好的法治、简单低税

制、自由流通的信息和资金等，将继续担当联

系内地和世界的门户，为外国资金投资内地

提供渠道，为内地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

跳板。

在加强与内地合作方面，林郑月娥表示，

将继续加快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和资金流通，

在大湾区创造新的市场和商业机遇。她说，

大湾区内开展“跨境理财通”，让区内居民实

现跨境投资区内银行的投资理财产品，具有

庞大的投资潜力，相信未来会吸引更多国际

金融机构加入大湾区市场。

香港不仅是受国际资金青睐的“联通”

之地，也是名符其实的全球“聚财”之地。

一组数据显示，香港的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务

规模达到 29 万亿港币，是 GDP 的大约 10

倍 ， 其 中 超 过 64% 的 资 产 来 自 非 香 港 投

资者。

此外，香港具有公司上市、生物科技、风

险管理、金融科技、绿色金融等多方面优势，

我们敞开大门欢迎全世界的投资者进入香港

的资本市场、享受香港的金融专业服务。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引领香港经济

发展的重要策略。对于香港来说将有怎样的

新机遇？论坛上，郭树清发表了题为《中国经

济的新阶段与香港特区的新机遇》主旨演

讲。在他看来，香港拥有“五大新机遇”：

香港在中国经济“双循环”新格局中可以

发挥重要作用。香港是中国经济国内循环和

国际循环独特的交集和节点。中外双向的贸

易、投资、金融、法律、旅游、文化事务，香港既

是交汇区，又是中转站，在许多方面是不可替

代及不可或缺的桥梁和纽带。

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可以发挥重

要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在区域、国家

和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深化多层次的经贸和

金融合作。我们将不断提高内地对港资机构

开放的范围和层级，积极拓展其在大湾区内

的发展空间。

香港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中可以发挥

重要作用。中央“十四五”规划提出，支持粤

港澳大湾区与北京、上海一道，布局建设综

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性创新高地。香

港与深圳互为邻里、相互依托，可以在数字

经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合作

共赢。

香港在发展人民币离岸业务过程中可以

发挥重要作用。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

民币市场，可以开展更多种类、更大规模的人

民币金融业务，吸引全球各地客户，接纳更大

数额的人民币资金。依托其“离岸金融中心”

地位，更好地参与国家更高水平的全面双向

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优化沪港通、

深港通、债券通等安排，在合作共赢中促进两

地金融业做大做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正在迎来新的机

遇。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都没

有改变。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有力地打

击了反华势力和分裂分子的图谋，为香港回

归社会安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郭树清表示，当前国际国内正在发生的

重大改变，都将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成长

带来更多有利条件。

本版责编 许跃芝

图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师生正在参观“阳光总在风雨后——沪台交流回眸”展。 吴雪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