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国台办“31 条惠台措施”发布后，湖
南省委台办和省发改委牵头组织全省 40 多
个相关部门单位，以“31条惠台措施”为根本，
立足湖南实际，创造性的提出了 59条惠台政
策措施———《关于深化湘台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于 10
月 16日以省政府办公厅名义正式印发。

日前， 本报专访了省委台办负责人，请
他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 他表示，《实施意
见》是一个富有创新突破的惠台文件，一份
充满发展红利的惠台礼物，更是一封饱含湖
南特色的湘台家书。

问：《实施意见》在“31 条惠台措施”的基
础上，有哪些具有湖南特色的创新突破？

答：《实施意见》围绕湖南发展定位和
战略重点，集合湖南享有的开放政策，促进
台胞台企与湖南企业、 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让台胞台企在湖南发展拥有与其他省市不
同的独特优势。 尤其是向台湾同胞开放的产
业基金、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扶持、研发投

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表明
了让台湾同胞共享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的积极态度。

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上，“湘版 59 条惠台
措施”既紧贴中央政策，又突出湖南特色，可
操作性强。 59 条措施涉及全省 40 多个部门
的职能工作，其中有 13 条对应“31 条惠台措
施”独立表述，有 8 条融入其他条款，有 10
条在“31 条惠台措施”基础上有所突破，另有
28 条体现了湖南的特色和创新，是“升级版”
的湖南惠台措施。

比如提升湘台经贸合作方面， 支持台
资企业参与制造强省 12 大重点产业和 20
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建设； 在长株潭自主
创新示范区内， 给予顶尖人才创新团队最
高 1 亿元、杰出人才创新团队最高 3000 万
元的支持。

在深化交流合作方面， 支持台湾文化企
业进驻中国（长沙）马栏山文化创业园；支持湘
台两地合拍电影、电视剧；深化湘台媒体交流，
在节目制作、新媒体运用等方面开展合作。

问：“湘版 59 条惠台措施” 向在湘台胞
台企释放了哪些政策红利？ 将为他们带来哪
些获得感？

答：我们努力通过 59 条惠台措施，向大
家释放更多政策红利，让广大在湘台胞台企
在多个领域享受同等待遇和优惠政策。 尤其
是为台湾同胞来湘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等
提供与湖南居民同等待遇，给他们带来更多

“获得感”。
鼓励支持台湾科研人员、教师、医生、文

艺工作者等各类人才来湖南就业创业，享受
湖南对人才奖励与补贴的优惠政策。 例如，
支持台资企业在湘创办科技企业孵化器、众
创空间等创业孵化平台， 同等享受政策支
持；台湾专业人才可申请参与我省“百人计
划”； 在湘台湾同胞可申报我省基金项目和
各类奖项；有资质的台湾社会力量可在湘创
办医疗机构；台湾教师在职称评审等方面享
有同等待遇。

在台胞就学、就医、购房等方面提出了
具体便利措施。 其中，常住我省台湾同胞子
女就学享有我省学生同等待遇；台湾学生到
我省高校就读，在招生录取等方面给予政策
倾斜；落实来湘实习生补助相关政策；办理

居住证的台湾同胞可在我省办理机动车登
记、申领驾照、购买商品房、参加社会保险、
缴存住房公积金、享受同等就医待遇。

问：《实施意见》对深化湘台交流发展具
有哪些重要意义？

答： 湘台同胞是一家人，是割不断的命
运共同体。 深化湘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最
重要的是推动人与人的交流，最珍贵的是实
现湘台同胞心与心的沟通。《实施意见》涵盖
了产业、用地、金融、就业、教育、文化、医疗、
影视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增进了同胞亲情福
祉，拉近了同胞心灵距离，提升了湘台同胞
真诚相助、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深厚情感。

同时，通过制定“湘版 59 条惠台措施”，
使湘台两地优势互补，促进经济融合、产业
融合、人才融合、文化融合，共创湘台互利双
赢。 通过制定富有湖南特色的惠台政策，更
宽领域推进经贸投资，更高层次深化交流合
作，更大力度优化服务，支持鼓励台湾同胞
全方位融入湖南、建设湖南，共享湖南发展
机遇。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各项惠台政
策的落地生根，为深化湘台经济文化交流提
供政策保障和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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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湖南和台湾虽
山水远隔，但历史相连、文化相通、血脉相亲，
湘台两地渊源很深、缘分很深、情谊很深。

1987年，长达 38年的两岸隔绝状态终于
被打破。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目
前，在台湾的湘籍人士及后裔总数有 60 多万
人，岛内现有湖南同乡会 70多个，湘台两岸婚
配近 4万对。 时至今日，湘台交流交往已涵盖
经济文化、科教体育、新闻传媒等领域，推动湘
台两地交流合作达到了空前的水平。

30 年来，越来越多的台胞投身湖南经济
社会建设， 分享湖南改革开放发展成果；越
来越多的台胞把湖南视为第二故乡，在这里
添置房产，接来家眷，完全融入当地生活；越
来越多的台企在湖南生根、开花、结果，并悄
然影响和改变着湖南人的日常生活：在“上
岛咖啡”休闲，喝“旺仔”牛奶，吃“罗莎蛋糕”
……这些成为台胞与湖南人民水乳交融的
生动写照。

湘台同胞一家亲
人员往来屡创新高

截至 2018 年 9 月， 台湾居民来湘累计
达 882.7 万人次 ， 湖南居民赴台累计达
210.6 万人次， 两岸人员往来累计逾千万人
次。 现在，平均每天有近千人往来于湘台两
地，近万名台湾同胞在湖南学习、工作和生
活。“此心安处是吾乡”，他们中的许多人已
经把湖南当作自己的新家， 乐活在湖南，乐
业在湖南，兴旺在湖南。

2009 年 1 月 15 日，一架满载 170 名乘
客的航班从长沙飞往台北，拉开了长沙至台
湾空中直航的序幕，此后相继开通长沙—高
雄、台中，张家界—台北航班，并实行台胞
“落地签”， 湘台间往返航班由最初的每周 8
班增加到最高达每周 48 班，航点、航班数均
位居中部六省第一。 湘台从此融入“一日经
济生活圈”， 台胞们可以惬意地感受到清晨
在台湾吃早餐、中午到湖南吃湘菜的快捷与
轻松。 2013 年 6 月，长沙市成为第三批大陆
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城市，推动湘台双向
旅游深入开展。 到目前为止，湘台双向旅游
的人数累计达 500 万人次，台湾成为湖南入
境旅游第三大客源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便利台胞在大陆工作
学习生活的政策不断出台，温暖人心。 2018
年 9 月，台湾居民居住证的申领发放，使台
湾同胞享受到与大陆居民同等的基本服务
与便利，是方便台胞在大陆、在湖南生活的
一个重要举措。

2018 年，湖南广播电视台获批全国海峡
两岸青年就业创业示范点，长沙市海峡两岸
青年创业就业基地、宁乡经开区海峡两岸青
年创业园等一批青年创业就业服务平台相
继搭建起来。

如今，湘台青年一代既可以成为“同桌
的你”，也可以成为“爱人眷侣”，更可以成为
“中国合伙人”，他们共同生活、共享机遇、共
同打拼，点燃了湘台交流的新亮点。

文化湘潮润两岸
交流合作谱写新篇

中华文化是联结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

文化交流是湘台交流大文章里最华美动人的
一篇。 从 1989 年开始，湖南电视台就与琼瑶
女士以及台湾相关影视公司合作，拍摄了《三
朵花》、《六个梦》、《还株格格》 等 500 多部
（集）电视剧，以影视合作为先导，翻开了湘台
文化交流合作的新篇章。

30 年来， 湖南省先后举办了 300 多场
（次）湘台文化交流活动，先后承办了“第五届
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汉代文物大展”、“湘绣
艺术特展”、“楚风湘韵湖南民艺民风民俗特
展”，举办规模宏大的“千名在台湘籍后裔湖
南行”、“神农大帝祖庙圣驾台湾巡境赐福”
活动； 举办了 17 届“湖湘文化之旅”、14 届

“海峡两岸媒体来湘联合采访”、4 届台湾高
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暑期来湘“爱·在芒果”
实习交流；举办史上首次“两岸泳士泳度台
湾海峡”，大陆演播车第一次开进台湾；湖南
卫视《歌手》、《爸爸去哪儿》在台湾播出，创
下大陆综艺节目入台效益和收视率双第一纪
录。

借助湘台文化交流，湘台人员往来频繁。
2005 年以来，一大批台湾知名人士先后来湘
参访，台湾各地教育、文化、科技、工商、金融
界等各界精英以及基层民意代表纷纷到湖南
考察交流。 与此同时，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
也积极赴台参访，在台湾举办“湘台文化创意
产业合作周”、“台湾湖南周”、“芒果握手会”
等重大经贸文化交流活动。 湘台人员的密切

往来， 铺设了湘台情感融通的纽带和湘台交
流的桥梁。

经贸合作势头强劲
投资湖南前景光明

30 年来， 湘台两地经贸文化交流热络，
湖南更以独特的人文、自然资源优势，吸引着
台湾同胞来湘投资兴业， 直接促进了湘台经
贸合作的迅猛发展。 从 1989 年台商林周毅
女士在湘潭市投资创办慈光幼稚园起，30 年

来，数千台商陆续跨越千里海峡来到湖南，秉
持着“爱拼才会赢”的奋斗精神，在三湘大地
开拓前行， 与三湘儿女共同谱写了同舟共
济、互利共赢的壮丽篇章。

30 年来，湖南相继成功举办了“中博会
湘台经贸论坛”“珠洽会湖南台商恳谈会”“湘
台经贸交流合作会”“海峡两岸（长沙）电子信
息博览会”“湘台电子信息项目对接会（昆
山）”等 100 多个重大对台经贸交流活动。 据
统计，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全省累计批准台
资企业和项目 2618 家， 实际到位台资 600
亿元人民币。 2018 年全省新批台资项目 73
个，同比增长 74%；实际到位台资 39.35 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 20.84%。 30 年来，台商投
资区域遍及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 91 个县
（市、区），台商投资领域涉及金融、信息产业、
机械制造、农业、商业、旅游、物流、房地产等
30 多个领域，全省有 9 家省级台湾工业园，1
家台湾农业园和 1 家湘台文化创意产业园；
成立了 7 家市级台商协会；富士康、旺旺集
团、九兴控股等一批台资大企业、大项目落
户湖南，带动了大批中小型台资企业来湘发
展，成为了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全
省新涌现出蓝山县、宁远县、道县等一批台资
企业重点县。 目前，台商投资稳居湖南境外
引资第二位，湖南已成为中部地区吸引台资
最为活跃的省份之一。

湖南为什么成为广大台商投资兴业的热
土？ 除了湖南通过改革开放不断发展自身经
济， 投资环境持续改善向好也是最重要的因
素。 近年来，湖南省先后出台了《关于促进台
资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湖南省实施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 办法》
等多个政策文件。今年，湖南省认真落实中央
31 条惠台措施，制定出台了《关于深化湘台
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意见》（湖南省 59
条惠台措施）， 进一步优化台商投资环境，便
利广大台商来湘投资兴业。湖南省委、省政府
及各地党委、 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和法治
建设，全省台办系统深入台资企业走访调研，
听取意见建议， 协调各方力量帮助企业解决
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 营商环境不断改
善。调查显示，台商对湖南营商环境评价排名
上升， 由 2016 年可予推荐投资地上升到
2018 年值得推荐投资地。

“一带一部”优势促中部崛起
湘台合作再上新台阶

2013 年 11 月初，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
考察期间，对湖南提出了“一带一部”的崭新
定位，从战略高度重构湖南经济发展新坐标。

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立了“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湖南作为
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
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
势，抢抓中部崛起机遇，推进长株潭城市群、
大湘南、 大湘西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等四大
区域协调发展，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人工
智能、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材
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积极对接世界 500
强和中国 500 强，以“抓龙头带配套”的发展
思路，吸引更多大项目、大企业和上下游配套
产业入驻湖南，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催生出湖
南走向世界的自信。 湖南正迎来一系列重大
发展机遇，展现出充满生气活力的发展热潮。

30 年湘台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形
成了互利双赢的局面，人缘相亲、文缘相承的
湘台两地，必将在新湖南发展战略中斩获更为
广阔的交流合作契机。 未来，湘台两地在装备
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文化创
意、休闲旅游、现代服务、科技创新等领域将展
开更深度的交流合作。湖南将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和法治环境，立足湖南实际，发挥湖南优势，
突出湖湘特色， 积极拓展有效载体和有力抓
手，认真落实湖南省《关于深化湘台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的实施意见》， 推进台胞台企与湖南
居民企业同享平等待遇，共享湖南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推动湘台交流合作迈上新征程。

过去，跨越海峡，为的是共植于血脉里的
亲情；

现在，跨越海峡，为的是共享改革发展的
荣光；

未来，跨越海峡，为的是共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相信，两岸同胞信心会更加坚定，力
量会更加凝聚，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征程中继续一路同行，共担伟大责任、共筑伟
大梦想、共享伟大荣光。

湘台交流热潮涌
———写在第十四届湘台经贸文化交流合作会开幕之际

省委台办主任 肖祥清

让在湘台胞台企更有获得感
———专访省委台办负责人

湖南省委台办主任肖祥清（左三）考察台
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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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台经贸交流合作会。

台湾学生暑期来湘实习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