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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春節前夕，胡錦濤總書記來閩
視察，第一站就來到漳浦台灣農業創業園
看望台商農民。當他看到台資鉅寶公司的
台灣蝴蝶蘭長勢喜人的場景後，誇獎這裡
台農的蝴蝶蘭種的好。2011 年春節前夕，
胡總書記又給在漳浦、漳平創業的台商農
民回信，再次強調 「兩岸農業合作大有可
為，台灣農民在大陸發展空間廣闊，歡迎
更多的台商農民到大陸創業發展」。

漳浦台農與胡總書記有緣
漳浦台農創業園管委會主任王添文對

本報記者說：漳浦台農創業園和園區內的
台農們與胡總書記有緣。因為，胡錦濤總
書記曾兩次來到過漳浦台灣農民創業園這
個地方。第一次是1999年夏天，時任國家
副主席的胡錦濤考察了漳浦台灣農業園區
，後改名為漳浦台灣農民創業園，並與園

區內的台灣農民親切交談過。2010 年春節
前夕，胡錦濤總書記在福建省委書記孫春
蘭等領導的陪同下，再次來到這裡看望台
商農民，向台農們拜年，令廣大台農歡欣
鼓舞，也使越來越多的台灣客商慕名前來
投資。如：先期規劃的 300 個攤位的海峽
花卉集散中心還未建好，就已有1200名台
商報名入駐。去年創業園又規劃了海西蘭
花科技園，目前還在平整土方，就已經有
20 多家蘭花企業表示要入駐園區，其中台
資企業佔1/3。廣東今日公司已表示有興趣
來園區考察；廈門一家大陸內資蝴蝶蘭企
業也表示會來看看。我們將以最優惠的政
策，最優質的服務，為投資商提供最佳投
資環境。

海西蘭花園將赴台招商
談到本月下旬福建省長蘇樹林將率大

型代表團赴台訪問之事，王添文說：當前
的主要工作就是對蘭花生產區進行招商引
資。此次他將隨漳州市分團赴台，希望能
安排一場推介會，邀請一些台灣著名的蘭
花企業來座談。按照該園的規模，大約需
要50家企業入駐，如果能有10家世界級的
企業就太好了。

冀成台蘭科技園姐妹花
據悉，2011年11月23日，位於創業園

內的蘭花產業園暨巨寶蘭科植物園、漳州
繽紛園藝園項目舉行了奠基儀式，這標誌
着海西蘭花產業園建設已正式啟動。據介
紹，該園區規劃總面積3000畝，總投資25
億元，將按國際一流科技園區規劃配套設
施建設，內設蘭花生產區、蘭花資材市場
、國際蘭花展區、職工公寓、大型超市、
銀行、醫院、學校等配套設施等。預計用3
年的時間，建成一個集蘭花生產、展銷以
及相關配套服務於一體的國際一流園區，
年產值可達45億元。這個項目的建成，不
僅有利於本地蘭花種植技術的提高，也將
進一步推進兩岸農業的交流與合作。

台灣素有蘭花王國之稱，掌握着全球
最多的蝴蝶蘭品種，蘭花外銷量全球第一

。據悉，為更好地整合蘭花產業資源，位
於台南市後壁區烏樹林的台灣糖業公司，
利用其糖廠、種植用地，於2003年創立了
全球最大的蘭花生物科技園區。作為台灣
蝴蝶蘭的產銷大戶，台糖公司早就將目光
投向了大陸，但作為政府直屬的企業，台
糖目前只能賣蘭花到大陸，而不能直接到
大陸投資生產。

據台糖公司精緻農業事業部副執行長
蘇建元介紹，台糖投入蝴蝶蘭產業20多年
，在台灣最早引入了溫室種植蘭花技術，
如今在全球有7個蝴蝶蘭工廠、4家公司，
有2000多個蝴蝶蘭商業品種，目前每年推
出 100 多個新品，技術力量全球最強。台
糖蝴蝶蘭出口額佔全台出口總額三成，主
要市場在日本、美國，將來要主打歐洲和
中國大陸市場。大陸內需是非常龐大的市
場，囿於當前的政策，台糖要爭取多銷售
花苗到大陸，再負責售後服務，他希望台
當局能早日開放台糖 「登陸」生產。

鉅寶公司是漳浦台農產業園蘭花企業
的領頭羊，而胡錦濤總書記參觀過該公司
的蘭花圃後，鉅寶的蘭花馬上成為了熱銷
的名牌產品。鉅寶董事長黃瑞寶美滋滋地
告訴記者：本公司的蝴蝶蘭訂單已經排到

2016 年了。他說：大陸的蝴蝶蘭源自台灣
，經過20年的辛苦耕耘，現在大陸掌握台
灣蝴蝶蘭技術的能人已經很多，在規模、
市場等許多方面都已經超過了台灣，但在
科研方面還有不小差距。漳浦海西蘭花產
業園的設立，是在兩岸蘭花產業的交流合
作方面搭建的有一個新平台，希望兩岸的
蘭花業內人士能在這個平台上更好地交流
合作，推動海西蘭花產業園的快速發展壯
大，成為與台灣蘭花科技園關係密切、互
助共贏的姐妹園區。

據黃瑞寶介紹，鉅寶公司在海西蘭花
產業園內設立了巨寶蘭科植物園，佔地300
畝，內設有接待中心、研發區及組培區、
溫室栽培區、蘭花教育館、體驗中心、珍
奇品種保育區、蘭花雅居、生態觀光休閒
區等九大區塊，總投資 1 億元。而繽紛園
藝園項目佔地 1000 畝，項目總投資 2 億元
，預計 2 年內建成，年可生產規模化高質
量的蝴蝶蘭、紅掌、菠蘿花、蕨類植物等
系列產品約2000萬盆，從而打造世界一流
的盆栽花卉生產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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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海西蘭花產業園漳漳
據悉，本月下旬將隨福建省長蘇樹林訪問台灣的漳州市分團，希

望在台期間為漳浦台農創業園正在推進的 「海西蘭花產業園」 項目舉
辦一場招商推介會，並登門拜訪、考察台灣著名的蘭花企業，邀請一
批排名世界前十的台灣蘭花企業入駐該園，並期待不久的將來，舉世
聞名的台灣蘭花產業能夠花開兩岸，實現共同繁榮。

本報記者 史兵報道

浦浦

◀漳浦台灣農民創業園大門
，後面的建築是剛落成的創
業園科技服務中心 史兵攝

▶漳浦海西蘭花產
業園已完成土地平
整，將於本月下旬
赴台招商 史兵攝

▲鉅寶公司的蝴蝶蘭新品種陳列室
內高掛着胡錦濤總書記在漳浦台農
創業園視察鉅寶公司蝴蝶蘭花圃時
的照片。圖中左一為鉅寶公司董事
長黃瑞寶向總書記介紹台灣蝴蝶蘭
在當地的繁育情況 史兵攝

▲漳浦台灣農民創業園管委會主任王添文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 史兵攝

台學者倡設兩岸和委會
建議馬連任後應有標誌性貢獻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 20 日報道：台
北論壇 20 日召開記者會，由蘇起與前海基會董事長
洪奇昌共同主持，請來不少對兩岸關係頗有研究的學
者，如台灣大學副校長包宗和、 「中央研究院」歐美
所研究員裘兆琳、政治大學副校長林碧照、銘傳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教授楊開煌、政治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
所」特聘教授童振源、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王高
成等。

制度化平台利政策延續
蘇起表示，政策建言書的推動目的，是希望尋求

台灣最大共識，藍綠不可能永遠對立下去，應該要嘗
試合作。 「既然跟大陸都可以求同存異，台灣內部當
然可以求同存異。」洪奇昌認為，朝野應該放棄對立
回歸到政策的討論，藍綠之間存有互信，才能面對外
部的諸多挑戰。

在兩岸問題方面，建議書提出，在 「總統府」之
下成立一個有法源依據的 「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
制度化安排政黨領袖及社會菁英參與，並成立數個功
能性議題的工作小組，提供委員會作為議事參考。

建言書建議，兩岸關係短期上，應盡速完成兩岸
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後續議題協商、落實台
商返台投資機制、推動兩岸貨幣清算機制等。同時在
各種條件成熟下啟動兩岸政治互動，包括推動在野黨
參與在內的兩岸政治議題的二軌對話，以便尋求兩岸
政治問題的長期解決方法。

促馬授意開啟政治對話
建言書強調，馬英九在第二任期，必須對兩岸關

係要有 「標誌性的貢獻」，才能獲得台灣人民的普遍
支持。馬英九在第二任期面對的內外環境挑戰將比以
往四年更加嚴峻，面對艱困情勢，台灣的朝野政黨都
應謙虛反省，善加利用今後兩年的戰略機遇期，以促
進兩岸關係的建設性發展。

蘇起認為，今年是兩岸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之窗
，馬英九可以把握這一年清理面問題、凝聚共識
，同時可以設立和平發展委員會，推動兩岸關係；
並且可採用授意而非授權的方式，與大陸開啟政治
對話。

【本報訊】據中央社北京20日消息：國台辦主任
王毅20日表示，平潭綜合實驗區是經濟項目，不是政
治項目，不是兩岸公權力的合作項目，也不是 「一國
兩制」的項目。

王毅還指出，平潭綜合實驗區的定位就是 「兩岸
同胞的共同家園，這裡面沒有什麼政治啊」。他說，
對 「台灣有關方面」的反應， 「我覺得有點搞不清楚
是怎麼回事情」。王毅當天傍晚前往北京大學，參加
北大 「促進兩岸交流基金」成立儀式。他在儀式前接
受台灣媒體採訪時，作上述表示。

王毅表示，平潭綜合實驗區是海西開發的一部分
，大陸希望平潭的開發能作為海西經濟區的 「先行先
試」。他表示，平潭離台灣非常近，大陸希望能藉由
實驗區，為台灣民眾提供更舒適的環境、更方便的交
通及更寬鬆的創業政策， 「不是兩岸公權力之間的合
作項目」，而是平潭與台灣及境外 「有識之士」及有

意願進行合作者之間的項目。
王毅說，福建方面對平潭綜合實驗區提出的 「五

共同」，只是一個 「設想（假設）」，還需要在實踐
中不斷探索、充實及完善。

王毅指出，平潭綜合實驗區的規劃設計是向境外
招標，目的在設計 「高水平、高基點」的實驗區，結
果是由台灣業者得標。他說，平潭綜合實驗區 「實際
上是好事」，是向台灣方面釋放善意、提供便利、尋
求互利合作的一種嘗試， 「完全是福建方面的善意」
，是海西的先行先試地區。

王毅表示，他希望大家都 「放平心態」，從互利
雙贏這個角度考慮這件事情（平潭綜合實驗區），透
過自願的方式參與平潭的開發。

對於王毅的講法，島內陸委會副主委劉德勳表示
，既然兩岸雙方都要回歸到經濟議題討論平潭，現階
段平潭的重點就是 「應該去建構好的投資環境」。

由前台灣 「國安會」 秘書長蘇起擔任
董事長的 「台北論壇基金會」 ，20日發表
「政策建言書」 ，在兩岸關係部分，與會
者認為凝聚朝野共識是當務之急，因此，
建議在 「總統府」 建置常設性質的 「兩岸
和平發展委員會」 ，作為形成台灣內部共
識的制度性平台，一旦發生政黨輪替，也
可以在這個架構下來處理兩岸關係。

王毅澄清平潭非一國兩制
純屬經濟項目 尋求互利合作

李昌鈺回顧319案
火化槍手致線索中斷

【本報訊】據中通社 20 日報道：以前不少台灣同
胞在大陸遊玩時遇上意外，卻因兩岸未有全面直航而未
能及時返回家人身邊。但在兩岸和平氣氛濃郁的今日，
兩岸民航部門均表示同胞性命重於一切，日前一名台灣
老人在張家界旅遊期間突然病發，台灣醫療專機獲兩岸
民航部門開設 「特別通道」，首次直航到張家界接病人
返台。

島內媒體 20 日報道，台灣 64 歲居民徐先生 3 月初
到湖南張家界旅遊探親，突在4日清晨時分癱在床上無
法動彈、意識不清，疑是冠狀動脈狹窄及糖尿病舊患突
發。被緊急送往當地醫院後，被診斷出中大腦動脈栓塞
，讓兩地家人相當緊張，四處求援想把患者送回台灣親
人身邊接受治療。

徐先生的弟弟透過彰化基督教醫院轉介，要求台中
市梧棲區的童綜合醫院派出國際緊急醫療團隊協助，將
患者接返台灣。

童醫院急診主任盧立華表示，由於張家界機場的國
際航班，只有韓國，台灣不在範圍內，但兩岸的民航局
對此表示救人優先，全力配合，因此在短短幾小時內就
批准救援行動，而這次的成功接送，也是台灣與張家界
兩地的首次醫療專機直航。

盧立華說，過去台胞到張家界旅遊的人，發生緊急
事故時，只能先轉送至長沙接受治療，直到病情穩定，
才會轉送回台灣。 「過程繁雜，增加不少醫療風險、花
費與身心煎熬，這次能於短時間內，完成困難轉送任務
，也讓未來台胞到大陸旅遊多一份保障。」

【本報訊】據中央社洛杉磯19日消息：「319槍擊案」
滿8周年，曾經協助台灣警方鑑識與偵查的刑事鑑定專
家李昌鈺今天表示，在他曾經手的案子中，「319槍擊案
」算是小案子，但因政治因素，無謂的壓力卻是最大。

李昌鈺當天下午在洛杉磯柔似蜜市的鄧洪律師事務
所召開記者會，他將過去協助 「319槍擊案」的過程造
成投影片，一片一片的向媒體說明，包括彈頭、彈道與
手槍的製造，以槍追人的過程以及彈道比對、傷口鑑識
等，將319槍擊案的質疑一一釐清。

李昌鈺表示，他是鑑識人員，只能就現有的物證進
行鑑識，從物證上來判斷，射中陳水扁與呂秀蓮的兩顆
子彈，來自於同一把槍，透過槍來追人，最後找到製作
槍支的是唐守義，再從唐守義身上追到最後用這把槍的
是陳義雄。

對於陳義雄落水死亡，李昌鈺指出其中的疑點說，
不知道是誰讓陳義雄馬上就火化，因此他無法查出陳義
雄是落水死亡還是落水前就死亡。

儘管 「319槍擊案」已經過了8年，所有的事證也
幾乎都翻過一遍，但李昌鈺指出，在他曾經承辦過的案
件裡，真正照案件來比對的案件， 「319槍擊案」分量
很輕，但壓力方面，卻是很大的一件，主要是很多無謂
的壓力，不必要的壓力，因為一旦有政治立場，怎麼樣
都搞不清楚。

此外，李昌鈺也提到，當年有一家在台灣的報紙說
他湮滅證據，等到後來大家了解後，才知道不是這麼一
回事，也就是歷史會證明一切。

陝西20日恭送 「中華人文初祖軒轅黃帝聖像」赴台供奉啟程儀式在西安舉行。 「聖像」以距今1800多年的
山東武梁祠石刻黃帝像為藍本、參照黃帝陵軒轅廟石刻黃帝像，並結合台灣祭祀現場實際情況設計製作。將於3
月24日供奉在台中市舉行的 「壬辰年中華民族海內外同胞聯合祭祖大典」上。圖為啟程儀式現場。 中新社

兩岸關係好成救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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