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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讓老年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善老齡工作體系，強化基層力量配備，加快
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養老服務體系、健康支
撐體系。
習近平強調，要大力弘揚孝親敬老傳統美
德，落實好老年優待政策，維護好老年人合法
權益，發揮好老年人積極作用，讓老年人共享
改革發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習近平身體力行尊老敬賢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據央視網報道，

尊老敬賢，習近平一直身體力行。「我國已經
進入老齡社會，讓老年人老有所養、生活幸
福、健康長壽是我們的共同願望。」如何讓老
人們「老有所養」，始終是習近平總書記掛念
的「國之大者」。
在山東省臨沂市 83 歲的「老支前」王克昌
家中，他挨個房間察看，關切詢問家裏還有
什麼困難。在甘肅省蘭州市城關區紅山根東
路街邊的一家虛擬養老院餐廳，他為老人端
上熱氣騰騰的飯菜；在上海市虹口區的託老

所，他要求把政策落實到位，惠及更多老年
人；在河北省承德市高新區濱河社區居家養
老服務中心，他叮囑讓老年人能有一個幸福
美滿的晚年，是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重要責
任。
暖心舉動踐行的是「尊老敬老」的人倫常情，
聲聲關切傳遞的是「讓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
養、老有所依、老有所樂、老有所安」的
深情牽掛。在總書記心中，「敬老
孝親」之情久而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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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中國傳統
節日重陽節來臨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老齡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代表黨中央祝全國老年人健康長壽、
生活幸福。
習近平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視
並切實做好老齡工作，貫徹落實積極應對人
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把積極老齡觀、健康老
齡化理念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加大制
度創新、政策供給、財政投入力度，健全完

台當局所謂「互不隸屬」是赤裸裸販賣「兩國論」

：解放軍演訓針對「台獨」外力干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 13 日例
行發布會上回應解放軍軍機在台海演練等相關問題時指出，解放軍演訓活
動是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採取的必要行動，針對的是「台獨」分
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目的是從根本上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和兩岸同
胞切身利益。他又指，民進黨當局炒作所謂大陸「軍事威脅」，完全是顛
倒是非，倒打一耙。

有記者提出，台防務部門負責人日前
稱，目前台海形勢是 40 年來最為嚴峻

時刻，解放軍將在 2025 年具備全面「攻
台」能力。對此，馬曉光表示，兩岸同胞
都要清醒認識到，當前台海形勢複雜嚴
峻，兩岸關係緊張對立，根源是民進黨當
局勾連外部勢力，加緊進行謀「獨」挑
釁。「他們的所作所為嚴重損害兩岸同胞
的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嚴
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台當局執迷不悟令台灣更危險
馬曉光表示，解放軍演訓活動是針對
「台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目的
是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維護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完全
是正義之舉。民進黨當局炒作所謂大陸
「軍事威脅」，完全是顛倒是非，倒打一
耙。這樣的謊言欺騙不了兩岸同胞和國際
社會。倘若民進黨當局執迷不悟，不知懸
崖勒馬，只會把台灣推向更加危險的境
地。
10 月 9 日，紀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會在
京舉行。馬曉光對此表示，習近平總書記
的講話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和
歷史視野出發，指出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
而產生，必將隨着民族復興而解決，深刻
揭示了祖國必然統一的歷史大勢。講話莊
嚴重申黨中央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
針，鄭重宣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
共識」、堅決遏制「台獨」分裂活動、反
對任何外來干涉、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的堅強決心和堅定意志，號召兩岸同胞

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共同創造祖國完全
統一、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偉業。
馬曉光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
鼓舞人心、催人奮進，為做好新時代對台
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們將深入學習領
會、認真貫徹落實，繼續團結包括台灣同
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共同致力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攜手推進祖國完全統一進
程，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謀
「獨」
挑釁造成兩岸緊張
針對蔡英文在「雙十」講話中首次提及
兩岸「互不隸屬」，馬曉光指出，1949 年
以來，儘管海峽兩岸尚未完全統一，但大
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也
不可能改變，中國主權和領土從未分割也
決不允許分割。
馬曉光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
關係決不是「國與國」關係，所謂「互不
隸屬」就是赤裸裸的販賣「兩國論」。無
論企圖怎樣包裝「台獨」分裂主張，都不
能掩蓋其分裂國家的邪惡用心。由此更加
說明，是民進黨當局的謀「獨」挑釁造成
當前兩岸關係緊張動盪，威脅台海地區和
平穩定。他強調，我們打擊遏制「台
獨」，是完全必要的正義之舉。
馬曉光更指，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國台
辦和相關部門的表態以及有關行動，都表
明了我們的嚴正立場態度，發出了清晰信
號。我們決不容忍任何「台獨」行徑，決
不允許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任何人都不
要低估我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
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

●近日，海軍某驅逐艦支隊實彈射擊演練。圖為某驅逐艦支隊發射導彈打擊「敵」目標。

美核潛艇事故事發南中國海美軍活躍區
香港文匯報訊 美軍「康涅狄格」號
核潛艇在南中國海發生碰撞事故。中國
專家指出，事故位置可能在美軍於南中
國海活躍區。
據中國央視軍事頻道報道，「南海戰
略態勢感知計劃」主任胡波分析，根據
監測影像及潛艇上浮航速推測，事故位
置可能在海南島以南、西沙群島以北，
即海南島、西沙群島和巴士海峽的三角

區域中間，這也是美軍在南中國海活動
的活躍區域。
美國海軍10月7日發表聲明指，海軍核
動力潛艇「康涅狄格」號2日在亞太地區
的國際水域潛航時撞上一個「物體」後受
損，但沒有人員受到危及生命的傷害，而
且潛艇保持安全和穩定狀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10 月 11 日
在記者會上說，此次事故發生後，美方

「我從 2001 年來大陸一直做外
銷，疏忽了國內市場，直到後來
外銷做不下去了。」台灣花農郭
彥青登陸創業 20 年，專注於蝴蝶
蘭新品種研發、種苗培育和花卉
銷售，產品暢銷歐美日韓等國。
在出口利潤大幅萎縮後，他毅然轉攻大陸內銷市
場，很快迎來事業「第二春」。
郭彥青原本在山東青島創業，引進和培育了大
量精品蝴蝶蘭種苗，在歐美日韓大受歡迎，每年
僅出口到荷蘭阿姆斯特丹的蝴蝶蘭就多達 300 萬
株。不過受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影響，出口利潤逐
年下滑。
「我們開始做歐洲市場的時候，1歐元能兌11元
人民幣。到我不做歐洲市場的時候，1 歐元只能兌
換 7.2 元人民幣。人民幣升值 40%，也就意味着我
們損失了40%的純利潤。」郭彥青坦言，除人民幣
升值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對其出口業務造成巨大
衝擊。2020 年，公司出口的蝴蝶蘭數量銳減至約
27萬株。



建56畝產業基地主攻內銷

●許金表介紹台寧公司種植的台灣優質水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所幸郭彥青及時向內銷市場轉型。2018年，他離
開青島，來到南京創辦林語花海花卉有限公司，投資
3,000多萬元（人民幣，下同）新建佔地面積56畝的
綜合性蝴蝶蘭產業基地，主攻內銷市場。
林語花海公司所在的南京江寧台灣農民創業園
為前來創業的台農提供了「拎包入住」的良好條
件。據江寧台創園四級調研員趙錫斌介紹，台創
園積極落實「惠台 31 條」「農林 22 條」等政策，
為台胞台企提供 3 年免租金等優惠政策，還協助台
企利用周邊的花卉市場等拓展內銷渠道。
目前，林語花海公司已建成標準智能玻璃溫室1.5

萬平方米，蘭花組培室2,000平方米，並引進台灣和
日本等地的數十種珍稀蝴蝶蘭原生種苗繁育，年產量
達300多萬株，年均總產值達800多萬元，在蝴蝶蘭
從業者中具有獨特優勢及強勁競爭力。
郭彥青指出，蝴蝶蘭花型美麗且花期很長，越
來越受大陸民眾喜愛，其中包括很多年輕人。大
陸市場對蝴蝶蘭的認知水平也逐漸提升和日益多
元，公司將會根據大陸市場的趨勢和變化，積極
開發更多的蝴蝶蘭品種，進一步拓展內銷市場。

打造觀光旅遊生態農業園
另一家台資農業企業——台寧生態農業發展
（南京）有限公司，自創辦之初便瞄準內銷市
場。該公司也成立於 2018 年，註冊資金 288 萬美
元，台資約佔70%並提供台灣熱帶水果種植的技術
支持。項目位於南京市溧水區上莊村，總投資
6,200 萬元，佔地面積 670 餘畝，計劃建設高產、
低效、低耗、無污染的熱帶水果生產基地，並打
造生態觀光旅遊、採摘、垂釣、科普教育、鄉村
親子遊等為一體的生態農業園。
據台寧公司董事長許金表介紹，公司現已種植紅
美人柑橘120畝，台灣紅心火龍果、芭樂、獼猴桃、
釋迦、楊桃、蓮霧、木瓜等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熱帶水
果品種共50畝，陽光玫瑰葡萄、蘇翠一號、深州蜜
桃等其他水果200畝。
「我們在建設過程中享受到國家三農政策和惠
台政策的很多優惠，每畝土地的前期投入節省了
將近一半的成本。」許金表說，公司的果園今年
已經掛果和小量上市，預計明年就能量產並收回
投資成本。以陽光玫瑰葡萄為例，其每畝人工工
資和肥料等投入為 2 萬元左右，但量產後每畝產出
高達16萬元左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

時隔五天才發表了一份語焉不詳的聲
明，這種不負責任、拖延遮掩的態度，
更令國際社會對美方意圖和事故細節產
生懷疑。他表示，美方有責任說明事故
詳細情況，並解釋清楚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美方核潛艇事故到底發生在什麼地
方；二是事故有沒有造成核洩漏，破壞
海洋環境；三是事故會不會影響事發海
域的航行安全和漁業作業。

太湖世界文化論壇：
共建「帶路」 互鑒減貧經驗

外銷轉內銷 大陸台農迎
「第二春」

●郭彥青介紹其培育的蝴蝶蘭種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張寶峰 安徽
報道）13日，太湖世界文化論壇第六屆年會在
安徽省蚌埠市閉幕。年會發布的「蚌埠共識」
強調，加強不同文明平等交流、互學互鑒，推
動「一帶一路」建設，防止政治化、污名化干
擾科學抗疫，攜手推動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
型，尊重各國減貧經驗，加強科技開放合作。
在「『一帶一路』：文明之路的歷史與未來」
主題論壇上，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國家
文物局原局長劉玉珠認為，文化遺產有着廣泛的
世界認同，有着生動的故事載體，最易打動人心，
促進各國之間的民心相通。民心通則貿易通，只
要心相通，路途並不遠，「阿塞拜疆文化之窗」
國家館落戶蚌埠中華古民居博覽園，這是一個依
託文化遺產開展合作交流的有益探索。
阿塞拜疆駐華大使傑納利．阿克拉姆談到，
「一帶一路」倡議為世界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
獻，阿塞拜疆是最早支持這一倡議的國家之一
並付出了具體的實踐，為亞洲和歐洲之間的貿
易路線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阿方願與中方一
道，以「一帶一路」為契機對接雙方發展規
劃，擴大文化、教育等交流，增進了解和友
誼。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管理專家委員會秘書長
易昌良表示，在中國的大力推動和引領下，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成為了中國與世界連通
發展的新路徑，世界各國共同繁榮的新範式，
預計到 2030 年「一帶一路」建設有望幫助全
球 760 萬人擺脫極大貧困，3,200 萬人擺脫中
度貧困，因此可以說「一帶一路」是人類社會
的減貧之路，共同繁榮之路。下一步，「一帶
一路」建設將更加聚焦於中國積極建設互聯互
通，是中國與周邊通暢的雙循環發展格局，構
建全方位、多層次、符合型的交通互聯互通網
絡，更好地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實
現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