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中表態都有積極意義

蘇貞昌接棒 構築台灣夢

國台辦評馬英九兩岸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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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30日上午舉行例行記者會，馬英
九 「5．20」 就職演說中關於兩岸關係的新論
述成為關注焦點。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楊毅應詢
時表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是客觀事實，凡是
符合這一事實的言論、主張、政策都有積極意
義。都是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三十日電】

教育 賽馬 世界新潮 國際新聞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十日消息：在台灣科技大
學讀書的大陸學生劉文博自言是 「馬迷」，於本月15
日冒眛寫信到台北 「總統府」直接向台灣領導人馬英
九索取簽名照，未料僅3天就收到府方的回覆並附上
馬的親筆簽名照，興奮不已的劉文博在其微博上公開
展示，引來兩岸不少 「馬迷」的羨慕，使他瞬間成為
網上紅人。

從 「小馬哥」到 「老馬哥」，馬英九雖已年過60
，但仍是不乏粉絲的政壇偶像派，當中包括不少大陸
居民。在台求學的劉文博苦求馬英九簽名照無門，於
15日忽發奇想，乾脆寄信往台北 「總統府」，信中向

馬英九表示自己喜歡馬的親民作風，也坦白自己與
大陸友人打賭要拿到馬的親筆簽名照，盼馬英九
「成全」。

未料他在18日就收到來自 「總統府第二局」的回
信，府方秘書代馬英九感謝劉同學的支持，並送上馬
親筆簽名照及龍年福袋小禮品一份，令劉同學狂喜。

在劉展示有關 「成果」後一度引發質疑，認為領
導人的簽名照 「怎麼可能這樣容易拿到」，質疑劉炒
作博名氣。但台灣媒體30日指出，其實要索取台灣領
導人的照片不是難事，因為早在1959年就制訂了有關
台灣領導人照片及題詞核發要點的文件，並已沿用至
今，只要寫信去 「總統府」，一般都會獲得回應，媒
體又稱，這項規定就連許多台灣人也都不曉得，呼籲
「馬迷」要索取就要快， 「否則過了2016年可就拿不

到⁈」

獲馬簽名照 陸生曬上網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中央社三十日消息：台灣 「行
政院」30 日傍晚宣布： 「財長」劉憶如請辭獲准，在繼任
人選到任前，部務由 「財政部」次長曾銘宗暫代。

劉憶如因無法認同國民黨 「立法院」黨團的證券交易所
得稅整合版修法版本，與 「財政部」原規劃的證所稅版本差
異甚大，政策理念無法認同，29日宣布請辭。

馬英九30日指出，證所稅修法應盡速協商與整合，減
少衝擊。暫代部務的 「財政部」次長曾銘宗31日將到 「立
法院」財政委員會備詢，證所稅修法等議題備受矚目；此外
，「行政院長」陳冲31日邀國民黨籍立委討論證所稅修法事
宜。預計6月1日黨團會議通過後，6月4日由財委會初審。

劉憶如請辭獲准
證所稅修法續推

【本報實習記者張弘、尹曬平保亭三十日電】以少數民
族交流為主的 「海峽兩岸交流基地示範項目」30 日在海南
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甘什嶺檳榔谷原生態黎苗文化旅遊區
掛牌。

據了解，今年保亭縣將繼續邀請台灣少數民族同胞參加
「2012年中國（海南）七仙溫泉嬉水節」活動，並於6月中

上旬在台灣舉辦 「尋找七仙女」的美麗賽事交流活動。此外
，還將舉辦瓊台民族友好鄉鎮交流、海峽兩岸民族鄉鎮發展
論壇、海峽兩岸少數民族特色產品展覽會、瓊台少數民族青
年夏令營等活動。

同時，海南省今年還將推動一批新項目建設：建成 「瓊
台少數民族交流成果展覽館」；籌建 「海峽兩岸民族文化旅
遊區」、 「中國社科院台港澳研究院（海南）」、 「台灣少
數民族創業園」等。

瓊台共建保亭交流基地

台灣空軍飛行員與大
陸駐台女記者相戀致 「男
遭停飛、女遭禁足」，國
台辦副主任葉克冬訪台期

間也談及陸生與台灣學生談戀愛。台灣記者三
十日在國台辦記者會就 「海峽戀」風波請楊毅
回應。

「這還用我回應嗎？兩岸同胞本來就是一家
人，隨着兩岸交流越來越密切，兩岸年輕人之間
接觸的機會會越來越多，日久生情、兩情相悅，
我想這是很正常的事。」楊毅說。

大陸記者也就兩岸婚姻發展的趨勢發問。楊
毅說，截至目前，跨兩岸的婚姻已超過 32 萬對，
並且正以每年1萬對以上的速度增長。他說，這和
兩岸大交流的形勢初顯有關係，與兩岸往來更加

方便、便捷有關係，這是好事。
另一位台灣記者似乎意猶未盡，針對駐台女

記者後續可能無法駐台的問題請教國台辦立場。
「我很理解你們，大家都很關心戀愛的問題

。」楊毅的這一幽默表達讓記者們忍俊不禁，
「兩岸青年人在一起時間多了，談談戀愛很正常

。至於你提到記者赴台派駐的問題，我想記者採
訪任務的派出，這是新聞單位自己的事情。」楊
毅繼續回答。

有趣的是，坐在台下長期跑兩岸新聞的大陸
記者中，就有至少兩位遭遇着 「海峽戀」的甜蜜
困擾─他（她）們的另一半正是土生土長的台灣
同胞，自己和對方分隔兩岸，雖說情形並不如男
飛行員與女記者那樣複雜，然 「相聚時難別亦難
」卻是真實寫照。 【本報北京三十日電】

海峽戀惹關切
本報記者 隋曉姣

特稿

【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國務院台辦新聞發
言人楊毅30日介紹說，第四屆海峽論壇的各項籌備
工作目前正在緊張地進行之中。台灣各界人士，特
別是基層民眾對參與論壇各項活動反應熱烈，報名
踴躍，預計參會人數將會超過萬人。

楊毅在國台辦例行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海峽論
壇是一個面向基層的兩岸民間交流大舞台，它的特
色就是民間性、草根性、廣泛性。我們熱忱歡迎台

灣各黨派、各界人士，特別是基層民眾，積極參與
本屆海峽論壇。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洪秀柱、新黨主席郁慕明、
親民黨秘書長秦金生、無黨團結聯盟主席林炳坤等
，將應邀出席於6月中旬在福建召開的第四屆海峽論
壇。

楊毅表示，海峽論壇今年會有哪些對台惠民措
施，還不能透露。但為台灣同胞辦實事、謀福祉，

這是大陸方面一貫的立場，只要能做的大陸方面會
盡量做。

談到台灣中南部基層民眾對ECFA（海峽兩岸經
濟合作框架協議）的感受，楊毅說，ECFA早期收穫
已實施一年多，從兩岸雙方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來
看，成效初顯。需要強調的是，目前實施的只是
ECFA早期收穫的一部分，90%以上的產品在2012年
1月1日實現零關稅後，早期收穫的成效更明顯。而
且早期收穫也只是整個ECFA大的框架裡的一小部分
，更多的兩岸貨物貿易的項目降稅和更多服務業別
的開放，兩岸正在協商之中。所以隨着ECFA後續協
商的逐步推進或實施，它為兩岸經濟、兩岸老百姓
帶來的好處會越來越明顯。

【本報訊】據中通社三十日消息：
蘇貞昌 30 日宣誓就任民進黨主席，致詞
時提出堅持民主價值、守護公平正義、
為成長信念而努力的三大保證，並認為
應構築公平廉能、經濟永續的 「台灣夢
」。不過，對於外界關注的兩岸政策，
蘇貞昌並未作出闡述。

民進黨當天在中央黨部舉行黨主席
宣誓暨交接典禮，陳菊卸下代理黨主席
職務，由蘇貞昌接下主席印信。民進黨
各路天王包括呂秀蓮、蔡英文、謝長廷
、游錫堃，和台聯黨主席黃昆輝等綠營
要角都親自出席見證；國民黨秘書長林
中森則 「不請自來」，代表黨主席馬英
九表達祝賀。

陳菊致詞指出，蘇貞昌是黨內最傑
出卓越的人才之一，期待蘇貞昌超越眼
前種種困境，為台灣找出嶄新的出路。
她說，民進黨未來將面對更多艱難，包
括兩岸交流要更有自信，更有智慧處理
，新任黨主席要擔任重大角色。

蘇貞昌在致詞時提出堅持民主價值
、守護公平正義、為成長信念而努力的

三大保證，並認為應構築公平廉能、經
濟永續的 「台灣夢」。

未闡述兩岸政策
被形容為 「蘇蔡之爭」另一主角的

前黨主席蔡英文雖出席典禮，卻相當低
調，沒有發表談話，也未受訪。但她在
臉書發表文章說，對蘇貞昌給予最大
的祝福和期許，民進黨 「未來兩年有
蘇主席的帶領，一定能夠持續大步向
前」。

對於蘇貞昌在選前表明願意出訪大
陸，呂秀蓮在交接典禮上致詞時特別提
出， 「蘇主席當選之後，什麼時候要去
北京，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要去，只是
要建議3點，要審慎、要透明、要負責任
，任何話和事情如果回來不想讓人知道
，就不要講、不要做，要光明正大去，
光明正大回來。 」

但蘇貞昌對於兩岸政策及訪問大陸
的議題完全沒有觸及，面對 「馬蘇會」
以及後續黨務人事等問題，也都是笑而
不答，秘而不宣。

【本報訊】據中央社三十日消息：台灣 「行政院長」陳
冲在施政方針報告中指出，政府將持續推動稅制公平、量能
課稅，建構增效率、廣稅基、簡稅政的賦稅環境，並加強遏
阻不法逃漏稅，以維護租稅公平。

陳冲將在6月1日到 「立法院」報告施政方針並備詢，
施政方針書面報告30日送到 「立法院」。

陳冲在施政方針報告中指出，台灣經濟發展已從強調效
率的生產模式，將逐漸轉型為創新與價值創造，兩岸關係也
從 「戒急用忍」進入和平穩定發展，未來施政將努力讓台灣
邁向世界、讓世界能樂於擁抱台灣。

報告說，目前國際經濟前景不明，島內也面臨製造業與
服務業須升級轉型的壓力，人口方面出現高齡化及少子女化
趨勢，所得分配不均、弱勢族群的照顧等問題，政府都必須
嚴肅以對。

衛生福利部分，施政方針報告提到，政府將推動二代健
保，建立收支連動機制、減少不當醫療、保障弱勢就醫，以
永續發展全民健康保險、提升資源使用效能、落實財務公平
。另外，政府將加強食品、藥物、新興生技產品與化妝品管
理及風險評估，確保食品藥物安全。

台施政續推稅制公平

馬英九在 「5．20」就職演說中，以 「一個 『中華民
國』大陸與台灣地區」來論述當下的兩岸關係，楊毅對此
評論： 「馬英九先生闡述的是他一貫的大陸政策，我們並
不感到意外。」

楊毅說，大陸和台灣儘管尚未統一，但中國的主權和
領土完整沒有分裂，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沒有改變，
兩岸不是 「兩個中國」，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係。這是
客觀事實。對於符合這一客觀事實的言論、主張、政策，
大陸方面認為都是有積極意義的，都是有利於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至於兩岸之間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這是眾所
周知的，所以大陸方面一貫主張擱置爭議、求同存異，並
為今後雙方通過政治對話解決這些問題積累共識、創造條
件。

不影響兩會後續會談
楊毅指出，在反對 「台獨」，認同 「九二共識」的基

礎上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願
望和根本利益。 「希望兩岸進一步鞏固和增進政治互信，
積極加強交流合作，持續推進協商，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不斷取得新成果、開創新局面，更好地造福兩岸同
胞，維護和擴大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

他並明確表示，馬英九的兩岸關係論述對後續的兩岸
「兩會」會談不會造成影響。

對於馬英九早前建議，兩岸的關係發展或可參考東德
與西德最終走向統一的方式，但楊毅認為 「兩德」的情況
和兩岸的情況不同，呼籲兩岸雙方應當繼續共同努力，走
出一條適合兩岸情況、符合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兩岸和平
發展、和平統一之路。

促民進黨放棄「台獨」
針對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有關 「民進黨原則立場不變、

但面對大陸要開放靈活」的表態，楊毅指出，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是大勢所趨， 「台獨」沒有出路。大陸方面希望民
進黨能夠順應台灣同胞求和平、求穩定、求發展的良好願
望，改變 「台獨」立場，參與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
中來。

至於蘇貞昌是否有機會訪問大陸，楊毅指出，民進黨
與大陸方面的最大障礙不在大陸，而在民進黨堅持 「一邊
一國」的 「台獨」主張， 「我們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關
鍵是看民進黨什麼時候拆除他們給自己設置的障礙。」

台參與海峽論壇人數料逾萬

台灣繳稅季節即將結束，根據一項調查，有59%的上班
族利用撫養親屬來節稅；43%的上班族增加免稅額和扣除額
；有34%是靠個人所得的分散，僅11%上班族靠投資抵減。

調查顯示，在這些節稅方法下，59%的上班族可節稅新
台幣5000元以下，31%省5000元到1萬元的稅，甚至10%的
上班族省稅超過萬元。 中央社

■近6成上班族靠養親屬節稅

【本報訊】據新華社消息：重慶台商工業園30日正式
揭牌，首批入駐的 50 家台商總投資額達 129 億元，包括台
灣統一食品、全球知名鍵盤鼠標生產商精元電腦等多家龍
頭企業。

重慶台商工業園是重慶市政府批准成立的特色工業園
，規劃面積6平方公里，是促進渝台經貿交流的重要平台，
位於璧山縣城區，與重慶主城區相連。重慶台商工業園內
的入駐企業70%為電子信息企業。

據了解，目前已經有上百家台灣企業來重慶台商工業
園考察，首批 50 家企業全部投產後可實現產值 429 億元。
預計到2015年，聚集台資企業將超過200家，投資超過600
億元，產值超過1000億元。

台商在渝投資領域比較廣泛，其中在電子信息產業、
金融業、運輸物流業、房地產業的聚集效應最為明顯。重
慶已經成為台商在大陸的第三大投資聚集地。

■AIT：美牛議題阻礙TIFA
美國在台協會（AIT）發言人萬德福30日表示，牛肉議

題是台美貿易日程中主要的絆腳石，是阻礙過去兩年重啟
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諮商的唯一因素，台灣是美
國重要貿易及投資夥伴，美方盼盡速重啟TIFA諮商，以促
進雙邊貿易及投資利益。

民進黨籍立委指美方以此威脅台灣進口牛肉，萬德福
說，美牛是重要貿易議題，盼台灣採用以科學為根據的食
品安全標準；針對外界疑慮美牛案是否影響其他台美議題
，萬德福重申，牛肉及美國免簽證待遇兩者之間完全沒有
關聯，牛肉是貿易議題，與貿易有關，但不影響免簽證待
遇或軍售。 中央社

▲陸生在網上貼出收到的照片 網絡圖片

【本報訊】據中通社消息：蘇
貞昌30日走馬上任，領導台灣最大
在野黨派民進黨。近期台灣《旺旺
中時民調中心》針對台灣地區一千
餘位成人的電話調查顯示，66%受
訪者期待蘇貞昌可以在上任後，以
在野黨黨魁的身份，與執政國民黨

黨魁馬英九進行會面，並支持他展
開大陸行，以利促進民進黨與大陸
的關係。對此，馬英九發言人范姜
泰基表示，希望早日促成馬、蘇會
面，雙方可就民生議題和公共政策
進行理性討論。但蘇貞昌則透過發
言人王閔生表示，若有人將雙方會
面變成是媒體放話的 「秀」， 「那
會面大可不必」，顯示對會面的興
趣不大。

蘇冷對馬英九邀約

◀ 5月 30日
下午，民進
黨主席在台
北進行交接
， 蘇 貞 昌
（右）從代
理主席、高
雄市長陳菊
手中接過印
信 中央社

▲劉憶如辦公室秘書迅速打包，搬家公司30日中午開
始運走物品 中央社

▲5月30日，國台辦發言人楊毅在發布會上回答記者提問 中新社

重慶台商工業園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