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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谈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日前，日澳签署
《互惠准入协定》（RAA）、美日举行“2+2”会
谈，煽动介入台海局势。两岸专家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外部
势力在台湾问题上采取错误行动，只会加剧台
海局势紧张，与美日澳所宣称的台海和平目标
背道而驰。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
部势力干涉，美日澳“以台制华”图谋注定无
法得逞。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说，
日澳、美日相关涉台动向是美国等西方反华势
力将台湾问题进一步国际化的具体表现，美国
正通过各种方式将其盟国拉入台海领域，鼓吹

“中国威胁论”，为进一步介入台湾问题编造理
由、创造条件。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副教授郑又
平指出，西方反华势力正从经济、科技和军事

等方面，有计划、有层次、有步骤地进行包围
中国大陆的战略规划。美日澳的最新动作，目
的就是把台湾作为棋子和筹码，在对大陆交涉
时打“台湾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
说，美日澳有关动向，是建构美国提出的所谓

“印太战略”的制度化行为，并重点针对台湾
问题表达立场及实施干预。需要注意的是，日
本在其中扮演了积极、荒谬且有害的角色，妄
图借助台湾议题及涉台地缘政治斗争扩展日本
对外利益主张和话语权。

专家认为，美日澳的行为粗暴干涉中国内
政，加剧台海局势紧张，向国际社会、台当局
释放错误信号，极其危险。

朱松岭说，美日澳的最新动作将助长民进
党当局挟洋自重的嚣张气焰，在两岸关系上进
一步挑战底线，制造更大危机。

郑又平表示，美日澳出于自身利益将台
湾推向对抗的前线，增加了两岸冲突的风
险。台湾是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经济体，台
海局势紧张度提升，必然影响台湾的对外经
贸，岛内投资、经济都会遭受严重冲击，尤其
是半导体产业。

田飞龙说，美日澳种种动作，加剧地区紧
张局势，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不利于区域经济
复苏、产业链重整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危机，
是一种破坏和平及破坏全球化合作体系的分裂
行为。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
干涉。”朱松岭表示，西方反华势力出于“以
台制华”企图，将台湾当作遏制中国发展和民
族复兴的棋子，这是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其图
谋注定无法得逞。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进
行谋“独”挑衅，只会将台湾推向灾难。

两岸专家：

美日澳频打“台湾牌”加剧台海局势紧张

42.3%，这是一个亮眼的数字！
台湾财政主管部门近日公布数据，2021 年台湾对大

陆出口规模居各市场之冠，占总出口比重42.3%。去年台
湾对大陆出口值达1889.1亿美元，进口规模为841.7亿美
元，均创历史新高。

可喜的数据不止于此：2021 年 1 月至 11 月，大陆新
设台资企业5923个，同比增长34.7%。2021年共有6家台
资企业在大陆A股上市，截至目前总数已超过40家。

这些数字，呈现着两岸贸易额创历史新高、台商赴大
陆投资稳步增长的喜人面貌，彰显着两岸融合发展势不可
挡。事实充分证明，两岸经贸合作符合两岸同胞利益需求，
具有强大内生动力，是人为干扰和政治操弄阻挡不了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不论是出席紫金山峰会、海峡论
坛，还是参加京台科技论坛、云台会，“机遇”二字是台
商们常挂口中的高频词汇。

机遇来自大陆的自身发展。祖国大陆拥有超大规模
市场和完备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取
得新进展，创新指数持续提升，大循环、双循环更加畅
通，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大陆方面积极引导支持台商台资
企业参与“十四五”规划实施，积极引导支持台资企业融入
新发展格局、参与高质量发展，积极引导支持台资企业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成效显著。

机遇来自大陆各地区各部门一系列惠台利民政策措
施的落实。在惠台“31条措施”“26条措施”持续细化、
推进之际，2021年大陆又出台并落实落细“农林22条措
施”，大力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协助台
商台企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有效促进各地
对台经贸合作。这些都为台胞台湾企业来大陆更好发展
提供了新机遇，拓展了新空间。

机遇也来自台胞的自身努力。在四川大凉山，有台
青克服海拔高、生活环境差异大等不利条件，辛勤耕耘，种
植了几万亩的油橄榄；在浙江大麦屿港，有台商不停地奔
波于码头、仓库和商店之间，为的是把整货柜的台湾特
产打包分发，与大陆同胞分享来自宝岛的佳肴美食；在
广东东莞，有台胞在高科技企业的实验室里潜心研发，力争攻克科学难题、
掌握新技术。从乡村振兴、社区建设，到生态环保、医疗卫生，再到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的赛事服务，我们随时可以看到广大台胞在大陆参与、奉
献、拼搏的身影。正是他们的投入和付出，才有了成长和收获。

正如一名台青在海峡论坛上所说：“不跨过这湾海峡，你永远不知道世
界有多大！”相信只要广大台商台青把握时代机遇，积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
就一定能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实现自身价值和梦想。大陆一贯秉持的“两岸一
家亲”理念不会变，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
发展机遇的政策不会变，为台商台资企
业办实事做好事的举措不会变。祖国大
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热土
和发展进步的坚实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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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开始这项工作，让
我们感到合作区的政府对产业、企业的重视，对
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激励和鼓舞。”芯耀辉科技有
限公司联席CEO余成斌表示。在外界看来，这体
现着新一年的横琴速度、横琴效率；同时也显现
出合作区对于服务企业、服务居民的迫切之心。

深问计

广东省政府横琴办主任、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执委会副主任聂新平表示，合作区建设改
革力度、开放程度前所未有，更需要各界代表
多渠道建言献策，带来最鲜活的信息、提出最
前沿的理念、贡献最独到的见解，助力合作区
高质量发展。

澳门老人潘妙嫦反映，在横琴的生活很惬
意，但从澳门过关来的途中，她和朋友时常会
遇到添堵的事。例如，自家的旧家具搬不过来，
只好转头送人；买的叉烧饭当午饭，带不过关；想
坐巴士去逛逛，一趟要等半个多小时……

“叉烧、旧家具这些看起来是民生琐事，实
际上反映的是通关便利性的问题。我们也要研
究，未来检验检疫是不是要退到‘二线’去？”合作
区执委会主任李伟农说，“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
是从一件小事做起，太重要了。”

“文旅产业的投入周期比较长，主要成本发
生在早期融资等方面，希望能够根据旅游产业
的特点，在融资渠道和成本方面出台一些产业
投资的办法。”广东长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龚良
庆介绍。他提出，长隆一直希望开发水上和海
上项目，希望借助澳门作为国际自由港的优

势，“通过水岸线、海岛资源的开发，把每年几
千万去东南亚‘玩水’的游客吸引到横琴”。

“合作区是大家共同的家园，我们不是
‘官’，我们是‘服务者’，将以最快速度、最高品
质、最大力度来服务好各界需求。”李伟农表示。

新成果

横琴岛西北角、广澳高速路边，横琴大昌
行物流中心的白绿外墙大型仓库格外显眼。送
货进仓、装车出库……穿梭往来琴澳两地的货
车不时停靠于此。根据出库订单，工人们熟练
地将一批批暂存的食品、日用品等民生物资装
车运往澳门。

由大昌行澳门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的这个物流中心，是澳门特区政府首批推荐
进驻横琴的项目之一。“海关部门在跨境通关上
做出很多新的尝试，让我们很有获得感。比如
一批肉类只要在澳门得到了检疫部门的正式批
准，再进来横琴冷冻仓库，就不需要重复提交
文件、重复检疫。”横琴大昌行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萧志伟感慨。

这只是澳门企业借助横琴拓展发展空间的
成功案例之一。自挂牌以来，合作区新设立澳
资企业 183 家，实有澳资企业 4744 家，同比增
长32.55%。

按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模拟测
算，横琴整体营商环境已进入全球前20名。得
益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澳资企业、人士投身合
作区建设、创业热情高涨，粤澳半导体基金项目、
空客直升机中国总部项目等12个重点项目集中

签约落户，形成合作区加快建设的示范效应。

大未来

“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新家园”是
“横琴方案”赋予合作区的四大任务之一。潘妙
嫦建议，横琴一方面要加快优化完善公共交通
等城市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澳门本地
居民的宣传，用更接地气、更喜闻乐见的方式
来讲好合作区故事。“我身边还有许多老友不了
解横琴、没来过横琴，要让他们多来走走看
看，这里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2 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深入推进、
加快建设的关键之年。合作区将充分用好中央
财政补助支持政策，加快制定享受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产业目录，细化落实个人所得税优惠
实施办法，更好吸引集聚境内外投资、人才、
科创等高端要素资源。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急需大量人才。如何制
定更具吸引力、更有针对性的人才战略，未来
合作区要在这方面多加努力。”李伟农坦言，
1 月4日这天到会的，都是多年来开发建设横琴
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所提建议也大多
具有可操作性，对于长远或短期解决合作区发
展面临的问题，颇具参考性。

一次务实高效的会议，一连串开放诚恳的
互动，一系列迅捷有力的回应，既彰显了牢记
初心、接续奋斗的精神风貌，更释放了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强烈信号。在粤澳共商共建共
管共享的新体制下，横琴正一步一个脚印，齐
心协力向未来。

1月4日上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执委会、
省派出机构的办公所在地早早热闹起来，来自各界的数十名企业家、
科学家、澳门居民代表，与合作区的各级负责人齐聚一堂，开启了一
场面对面、实打实的座谈，问计新一年发展蓝图——

奋楫新征程 横琴谋新篇
本报记者 贺林平

新华社香港1月9日电 中国人
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闻发言人吴韬上
校9日发布驻香港部队新任司令员任职
消息说，近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
命令，任命武警部队副参谋长彭京堂少
将为驻香港部队司令员。南部战区司令
员王秀斌上将日前宣布了这一任命。

新任驻香港部队司令员彭京堂少
将表示，将与驻军全体官兵一道，坚
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
挥，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依
法履行防务职责，坚决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维护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

彭京堂少将任驻香港部队司令员

江西首发至台湾铁海联运专列江西首发至台湾铁海联运专列

新华社台北1月 10日电 （记者
徐瑞青、何自力） 台湾地区内部事务
主管部门最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显示，
2021 年台湾地区人口数为 2337.5 万
人，较 2020 年减少近 18.6 万人。全
年出生数约为15.4万人，创下史上新
低；死亡数则约为 18.4 万人，是继

2020 年人口首度出现负增长后，连
续第二年出生人数低于死亡人数。

其中，2021年12月的出生人口数
为1.4万人、死亡数近1.6万人，死亡人
数比出生人数多出1612人。2021年全
年出生人数约为15.4万人，较2020年
的16.5万人，再减少1.1万名新生儿。

新华社南昌1月10日电（记者余贤红） 10日
下午，伴随着一声汽笛长鸣，45957次列车从南昌
向塘国际陆港出发，抵达厦门港后，这批货物将
通过铁海联运模式直运台湾台中、基隆、高雄等
多个港口。这是江西发出的首趟至台湾的铁海联
运专列。

据了解，本次专列运输的货物均为江西本地

制造，品类包括纸制品、纺织品、铜制品等百货
用品。相比传统分散式公海联运，铁海联运实现
就地取箱装车运输，缓解了传统海运集装箱不足
的问题，减少了空箱回送，同时运输时长节约 2
天时间，为江西本地企业开辟了一条通达台湾的
货物运输新通道。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向塘西车站

党委副书记商登伟介绍，向塘西车站对铁海联
运采取优先受理、优先装车、优先挂运的“三
优”政策，并开辟业务办理绿色通道，增设
95306 网上办理模式，铁海联运货物下单可以直
接网上申请。

上图：江西至台湾的铁海联运专列。
李 琼摄 中新社发

2021年台湾地区人口负增长

连日来，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骥村镇黄栗山村种植的300余亩红皮萝
卜迎来丰收季。该县近年来以土地富硒资源优势为依托，引导农民发展
特色蔬菜产业，年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富硒蔬菜达 30 万吨。图为 1 月 9
日，当地村民展示刚刚采收的红皮萝卜。 钟伟锋摄 （人民视觉）

萝卜红 日子火

新华社香港电 香港天文台1月
7日表示，2021年是香港有记录以来
最暖的一年，有 11 个月较正常温
暖，全年平均气温为 24.6 摄氏度，
较正常值高1.1摄氏度。

数据显示，2021 年，香港全年
平均最高气温为 27.5 摄氏度，平均
最低气温为 22.6 摄氏度，是有记录
以来最高。香港于 2021年 3月、5月
和9月的平均气温分别为破纪录的22
摄氏度、29 摄氏度和 29.7 摄氏度。
2021 年 5 月 23 日，香港录得全年最
高气温36.1摄氏度。

香港天文台表示，香港 2021 年

酷热天气日数为 54 天，为有记录以
来最高。另外，2021年 1月 8日录得
全年最低气温 7.7摄氏度，全年寒冷
天气日数为 13 天，较正常值少 2.2
天。降雨量方面，香港 2021 年全年
雨量为2307.1毫米，较正常值2431.2
毫米少约5%。

香港属于亚热带气候，不时受
到台风威胁。香港天文台2021年就8
个热带气旋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
号，多于长期平均的约 6 个，其中

“狮子山”和“圆规”于2021年10月
袭港，天文台发出了8号烈风或暴风
信号。

香港天文台：

2021年是香港有记录以来最暖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