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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顺利实施成为台
湾各界关注焦点。有岛内学者认为，随着RCEP的生效和区域自由贸易的发
展，台湾经济将面临冲击，“产业空洞化”等问题会逐步显现出来。

民进党当局却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对外表示“无需过度担忧”，企图淡
化冲击的影响，把台湾民众的注意力引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PTPP）以及与美国商签所谓“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TIFA）。

事情果真能如其所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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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由全国
港澳研究会和香港“一国两制”研究
中 心 、 团 结 香 港 基 金 联 合 主 办 的
“‘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
研讨会 11 日举行。中央有关部门和港
澳特区政府代表，内地、香港、澳门
有关社会人士和专家学者 100 余人出
席。与会代表围绕中央关于香港民主
发展的原则立场、香港新选举制度及
其实践进行专题研讨。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徐泽表示，
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了中央政府坚
定在香港特区发展民主。实行“一国
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针，就是为了保障香港同胞当家作主
的权利。回归后，中央政府坚定支持
香港特区依法有序发展民主，为此持
续作出重大努力。事实充分说明，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香港特区民主
制度的设计者、创立者、维护者和推
进者。

徐泽指出，香港的民主发展要以
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及建基其上的宪
制秩序为前提和依归。检验香港民主
制度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有效维护
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不断巩固特别
行政区宪制基础。只有巩固好、维护
好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及宪制秩序，
才能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切实保障
香港同胞作为国家主人当家作主的权
利。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及宪制秩序
要求香港的民主发展必须保障“爱国
者治港”。如果香港的民主制度不能有
效保障“爱国者治港”，香港必乱无
疑。近年来中央果断出手，建立和完
善了一系列保障“爱国者治港”的制
度机制，才使得香港实现由乱到治的
重大转折。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
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民表示，“一国两
制”下香港民主发展的正道必须由中
央来主导，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坚定
走自己的民主之路；既要发展民主，
又要保障安全，促进良政善治，促进
民众福祉，建设多元优质民主。实践
证明，西方那一套民主道路在香港行
不通。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
会副主任谭惠珠指出，英国在香港实
行殖民统治的性质决定香港不可能有
民主，英国在香港回归前突然加速“民
主化”，只是为了增加与中方谈判筹码，
给未来特区管治埋下不稳定因素。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表示，中央政府坚定支持
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向前发展，反中乱港势力及其背后外
部敌对势力是阻碍香港特区民主向前发展的罪魁祸首。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支振锋指出，“一国两制”和基
本法是香港民主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推动香港民主在正
确轨道上高质量发展，画出符合国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最
大同心圆。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指出，香港民主发展必
须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过去带有西方民主色彩的香港的
民主发展必须转换基础和轨道，方能在“一国两制”的框
架内茁壮成长。

中山大学教授何俊志表示，香港新选制是利国利港利
民的制度安排，确保了国家和香港的政治安全，为香港的
繁荣和稳定提供了新的制度平台，也为香港居民参与国家
事务和本地事务管理建立了新的衔接机制。

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表示，在殖民
主义下港英政府的最大责任是维持英国的核心利益，伦敦
的解密档案一手撕开了英国“真心为香港发展民主”的假
面具。

香港资深大律师江乐士指出，香港选举制度必须坚持
“一国两制”方针，这又有赖于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
港”原则。新选举制度能够选出真正有兴趣促进公共利
益、具有适当素质的人，香港重燃希望。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端洪指出，民主是“合众为
一”的政治整合术，绝非社会肢解法，能把社会团结起来
的民主才是好民主，把国家搞得分裂、把社会搞得乌烟瘴
气的民主是坏民主。

香港兰桂坊集团主席盛智文表示，选委会的构成充分
体现“五光十色”，新选举制度确保每个立法会议员都是爱
国者，这样才能保证他们齐心协力，为解决香港面临的诸
如住房、技术匮乏、国民教育缺失等问题而共同努力。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本次研讨会除在北京设主会场
外，还在澳门设分会场，香港、澳门及部分内地专家学者
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参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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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冬雨绵绵，场上热火朝天。周六
一整天，累计 17场轮滑冰球城市联赛在武
汉一处市内比赛场地依次举行。6 岁至 12
岁的冰球小将滑行、射门、传接球，挥洒
热情与汗水，比拼速度与力量。

“半个月以来，我一直期待着今天的比
赛，最终5比1大获全胜，我和队员们都很
开心！”11岁的武汉澳洲国际学校学生徐浩
然说，两场比赛都获得了胜利，他要和自
己的偶像好好庆祝。

徐浩然的偶像是他的冰球教练——来
自台湾的黄纬纮。深蓝色鸭舌帽、运动
服，腰上别着一块战术布置板，一直守候
在场边的黄纬纮迎接着赛完下场的每一名
小球员，和他们依次击掌庆祝。

来武汉一年半，黄纬纮一直从事冰球
和轮滑冰球的教学工作。不少学生因为他
幽默风趣的性格、严谨活泼的教学方式，
认识并爱上了这一在大陆南方较为小众的
运动项目。

“学中做，做中学，这样进步最快。学
习冰球一年之后，我开始尝试带球队、当
老师。”黄纬纮自豪地说，他在台湾边打
球、边带学生，从 3岁多孩子的启蒙教育，

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社团，各个年
龄层都有他培养出来的球队。

为了更好地普及和推广冰球，黄纬纮
决定来到大陆这块更加广阔的市场。从台
湾到深圳，从深圳到武汉，黄纬纮因地制
宜采取轮滑冰球的教学方式，加强和学
校、俱乐部、冰场的联系，努力带动这项
小众运动“热”起来。

“深圳、武汉都是夏季很热的城市，冰
球运动的成本非常高，冰场的租金、冰球
装备都是不小的开支。而轮滑冰球更容易
被接受。”黄纬纮说，台湾也有相似的情
况，气候炎热，冰场的维护费用很高，他
以前带的球队中七成以上是训练轮滑冰球。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临近，近段时
间，黄纬纮明显感到忙多了——咨询冰球课
的家长越来越多；校际冰球比赛举办更加
频繁；冰场的负责人打来电话询问他能否
担任教练……

“我得再加把劲，把自己的团队打造起
来。”黄纬纮说，运动是他生命当中重要的
养分，也希望把这份滋养带给更多的孩
子，开启他们运动的“天线”，收获健康和
律动的人生。 （据新华社武汉电）

台湾教练黄纬纮：

在大陆南方努力为冰球运动加“热”
新华社记者 喻 珮

大事不妙

说不担忧肯定是假的。加不加入
RCEP，民进党当局态度已经几度反
复。2016 年蔡英文就职时承诺“带领
台湾加入 RCEP”，后来发现实现不

了，立马改口，告诉台湾民众 RCEP
对台经济“影响不大”云云。

影响大不大，事实会说话。目前台
湾约六成出口流向RCEP地区，其中仅
对大陆就占比四成多。RCEP地区毫无
疑问是当前台湾发展对外经贸的重中
之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教授唐永红

分析认为，RCEP的实施必定会影响台湾
部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冲击台湾金融、电
商、电信等服务业领域进军RCEP市场。

展望未来，RCEP 成员间经贸合
作与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台湾经济体
越来越被孤立。随着资本不断外移，
岛内“产业空洞化”、经济增长减速，
呈现所谓“闷经济”状态。

经济不好，民众早就有感触和反
弹。民进党当局当然不希望把 RCEP
生效实施带来的冲击讲得很严重，以
免造成整个社会对民进党执政的不满。

民进党到现在还嘴硬，除了怀揣
政治私心，主要还是指望美日等“外
援”，因此眼巴巴盯着CPTPP和TIFA。

作茧自缚

作为“拓展对外经济空间”的两
大重点目标，蔡英文把 CPTPP 列于

“施政优先项目”，甚至不惜顶着岛内
如潮民意开放“莱猪”（含瘦肉精的美
国猪肉），希望对美经贸合作有所进
展。结果呢？抛了半天媚眼，连个靠
谱的回应也没有，“单相思”而已。

这种“单相思”是一种必然，因为它
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台湾能不能加
入 CPTPP，或与其他经贸伙伴签订官
方层面的经贸合作协议？

台湾地区想要参与更多国际经济
协定，怎么可能绕开一个中国原则？
民进党当局迄今不承认体现一中原则
的“九二共识”，而且倚美谋“独”，
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导致两岸双方无
法就台湾地区加入地区经济组织事宜
进行协商。大陆的态度很明确，一个
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

际社会普遍共识，我们坚决反对台湾
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

岛内舆论痛批，正是民进党当局
推行“联美抗中”政策，导致台湾地
区无法加入 RCEP。对此民进党当局
心知肚明，却一边跳票一边硬拗，甚至
倒打一耙。但无论怎么狡辩，都无法否
认，正是其不当政策让台湾在全球经贸
活动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
中进一步遭到边缘化。

唯一正道

岛内各界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
ECFA，也就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在 2022 年继续执行。对照 RCEP
上路却置身其外的尴尬，台湾企业十
分庆幸有 ECFA 的存在。这几天，台
湾输入大陆的石斑鱼被检出了含孔雀
石绿等有毒物质，台湾养鱼业者笑脸
眨眼就变哭脸。为啥？就怕因为一时
之失，影响到ECFA后续的变化。

从 ECFA 到 RCEP，大陆始终如
一，希望把大陆的发展机遇与台湾同
胞一起分享。大陆作为台湾的最大出
口市场，是岛内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
者。对此，台湾业界和民众都很清楚。
而民进党当局却不领情，反而常用“仇
中”言语对台湾民众进行“情绪勒索”，
阻碍两岸人民的良性互动与交流，同
时又坐视 ECFA 优势逐渐流失，让台
湾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进退维谷。

有香港媒体明确指出，如果台湾未
处理好两岸关系，未来要加入 RCEP、
CPTPP等几乎是不可能的。

改善两岸关系，乃民进党当局唯
一的正道。

RCEP生效实施冲击岛内——

绕开一中原则 台湾经济没有出路
本报记者 任成琦

1 月 10 日，“家在济南”——2022 年度“济台情深‘泉’家幸
福”系列活动在山东济南举行。活动现场，在济台胞在非遗传承人
的讲解下制作团圆水饺，并与在台亲人视频连线互致祝福，共话亲
情。图为参与活动的两岸同胞用水饺拼出“两岸一家亲”字样。

中新社记者 吕 妍摄

1 月 10 日，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山腰街道菜
堂村的花卉基地里，花卉盆景琳琅满目，花农们忙着
打包、组合各类鲜花盆景。当前正值盆景上市旺季，
花卉市场年味渐浓。图为花农在修剪盆景。

林弘梫摄 （人民视觉）

百花争艳

幻想能够加入CPTPP的民进党当局，不惜顶着岛内如潮民意开放“莱猪”。
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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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湖南省常宁市新河镇云雾缭绕，穿境而过的石潭湘江特大桥在云雾中时隐时现，美如图画。石潭湘江特大桥是华常高速南段常祁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
程，该高速日前顺利通车，对完善湖南省高速路网、提升区域通行能力、推进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周秀鱼春摄 （人民视觉）

高速路桥美如画高速路桥美如画

本报香港1月 11日电 （记者陈然） 1 月 10 日是中国人民警察
节，香港特区警务处当日正式推出微信官方账号，向人民警察致敬。

警务处10日正式开通微信官方账号“香港警察”，并推出第一期
微信文章。警务处处长萧泽颐通过视频表示，他代表全体警务人员
向一直为国家忠诚履职、无私奉献，对社会安全稳定作出重大贡献
的每一位人民警察致敬。

据介绍，微信官方账号是香港警方在海外社交媒体和微博之
后，开设的第六个社交媒体官方账号。

香港警务处推出微信官方账号祝贺人民警察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