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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駁兩岸關係趨冷論

中國銀行拔頭籌 台北分行開業

總體保持良好勢頭 各界交流持續進行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范麗青27日駁斥馬

英九連任後兩岸關係未升溫反趨冷的說法，
她指出，兩岸關係從來不會一帆風順，總是
在克服各種干擾和阻礙中向前發展的。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27日電】關於馬英九連
任後兩岸關係 「趨冷」的說法，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
27 日在北京指出，目前兩岸關係繼續保持着和平發
展的良好勢頭，兩岸各界的大交流、大合作都在持續
正常進行。

在國台辦 27 日舉行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
問，日前台灣有民調指馬英九連任後，兩岸關係的溫
度有 「趨冷」跡象，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

兩岸關係不會一帆風順
范麗青指出，兩岸關係從來不會一帆風順，總是

在克服各種干擾和阻礙中向前發展。目前兩岸關係總
體上繼續保持着和平發展的良好勢頭，兩岸各界的大

交流、大合作都在持續正常進行。
范麗青介紹道，就國共平台而言，今年3月胡錦

濤總書記會見了吳伯雄榮譽主席率領的中國國民黨訪
問團，取得重要成果；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確定
將在7月份召開。兩岸各領域的交流更是蓬勃發展，
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不斷增多，4月又新增了6個個人
遊的試點城市。兩岸基層民眾交流的大舞台──第四
屆海峽論壇剛剛閉幕，盛況空前。兩岸經濟合作框架
協議的後續商談也不斷取得新進展。

范麗青強調，這些情況大家都有目共睹， 「趨冷
」之說不知從何而來，也許是有個別人想讓兩岸關係
「冷」下來。但是，兩岸關係的發展不會以個別人的

意志為轉移。
另據中新社報道，范麗青還透露，天津市市長黃

興國應台灣工業總會邀請，將於7月8日至13日率團
赴台開展 「津沽文化寶島行」交流活動。

在台期間，黃興國將赴台北、新竹、苗栗、台中
、台南、高雄等地，走訪台灣社區、家庭、漁會和殘

障群體，與民眾互動交流；同期，將在台舉辦 「魅力
天津圖片展」、 「港口合作發展懇談會」，並前往台
中大甲鎮瀾宮拜媽祖，進一步擴大津台兩地的經貿文
化交流與合作。

ECFA簽署兩年成效顯著
國台辦：94%早收產品實現零關稅貨物貿易領域

■台灣對大陸出口享受ECFA早收優惠關稅待遇
的產品共計45234批次，關稅優惠約2.73億美元
■大陸對台灣出口享受ECFA早收優惠關稅的產
品共計22575批次，關稅優惠約3882萬美元
■超過94%的早收清單產品實現零關稅

服務貿易領域
■6家台灣會計師事務所在大陸獲得臨時執業許
可證
■8部台灣電影被大陸引進
■131家台灣企業獲准登陸設立獨資或合資企業

金融合作領域
■大陸已經批准了 10 家台資銀行設立大陸分行
，其中8家已經開業、1家獲准開辦台資企業人
民幣業務；13 家台資金融機構獲得 QFII（合格
境外機構投資人）資格，2家台灣保險公司設立
了子公司
■ ECFA 項下的大陸資本赴台投資案有 43 件，
投資或增資金額1.08億美元，其中中國銀行台北
分行、交通銀行台北分行已獲准營業

ECFA成果一覽
（截至今年4月）

【本報訊】據中通社 27 日報道：中國銀行行長
李禮輝27 日在中國銀行台北分行開業儀式上表示，
台北分行將以企業金融為主，該行已與29 家台灣本
土銀行建立代理行關係，未來3年將向台資企業提供
2000億元人民幣融資。

盼促進兩岸清算業務
李禮輝受訪時並強調，期待兩岸金融市場更加

開放，希望兩岸貨幣清算機制盡速建立，也期待中
銀台北分行能在清算業務中發揮更大作用。

22 日正式對外營業的中銀台北分行，是大陸商
業銀行首家在台開業的分支機構。27 日的開業儀式
，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海峽交流基金會董
事長江丙坤都親自出席，台灣金融同業包括台灣銀
行公會理事長暨台灣金控董事長張秀蓮、兆豐金控
董事長蔡友才、華南金控董事長王榮周、土地銀行
董事長王耀興、永豐銀行董事長邱正雄、彰化銀行
董事長陳淮舟、國票金控董事長魏啟林等，也都到
場祝賀。

李禮輝在致詞中承諾，中國銀行台北分行成立
以後，將秉承客戶至上、服務至優、管理至善的宗
旨，認真執行兩岸的監管規定，積極開展企業金融
、個人金融、金融市場等各項業務，為推動兩岸經
貿發展和金融合作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業務對象以公司為主
目前中銀台北分行業務以公司金融為主，營業

範圍主要包括收受各項存款，辦理放款，辦理票據
貼現，辦理商業匯票承兌，簽發信用證，保證發行
公司債券，投資公債、短期票券、金融債券及公司
債等。在個人金融部分，李禮輝說，除了存款金額
有下限之外，其他沒有太大限制。

李禮輝指出，中國銀行是大陸最早與台灣銀行
業建立合作關係，並向台灣提供服務的銀行。隨着
兩岸合作不斷深化，目前中國銀行已經與台灣銀行
、第一銀行、兆豐銀行、合作金庫等10 家台灣的銀
行簽署了業務合作協定，與29家台灣當地銀行及16
家外資銀行的在台子行或分行建立了代理行關係，
是大陸地區擁有最多台灣代理行的商業銀行。

李禮輝並提到，中國銀行還是服務台商的大陸
主要銀行。近3年來，中國銀行對台資企業累計發放

信貸折合人民幣超過 1600 億元，信貸發放額度年均
增長 7%。為進一步推動兩岸經貿往來合作，未來 3
年中國銀行將再安排 2000 億元人民幣融資，支援台
資企業的業務發展。

2010年7月，中銀香港成為台灣地區人民幣現鈔
業務清算行。李禮輝表示，最近他與台灣 「央行」
及金管會主管見過面，探討業務發展問題；他期待
中銀台北分行在兩岸貨幣清算業務中，發揮更大作
用。

將為台商提供2000億人民幣融資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27日電】國台辦27日上
午召開例行新聞發布會，發言人范麗青表示，ECFA
簽署兩年來，兩岸貨物貿易規模持續擴大，服務貿
易自由化進程不斷加快，兩岸的產業合作愈發緊密
，在兩岸特別是在台灣獲得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
，得到了大多數民眾的肯定與支持。范麗青指出，
ECFA早期收穫計劃自2011年1月1日全面實施以來
，進展順利，帶動了兩岸貿易發展。特別是今年1至
4月，超過94%的早收清單產品實現零關稅。

她強調，ECFA的簽署和早期收穫計劃的實施只
是第一階段，目前，雙方通過兩岸經合會的六個工
作小組，正就框架協議中各項規定目標展開全面研
商，並已取得積極進展。相信隨着各單項協議的協
商完成和簽署落實，必將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
惠及更多民眾尤其是廣大基層民眾。

有台灣記者要求她就台灣想要多和幾個國家簽
署 FTA（自由貿易協定）一事表態，她回應，對台
灣同外國開展民間性的經濟往來，我們從來不持異
議，我們反對的是任何國家與台灣商簽具有主權意
涵和官方性質的協議。

原定於今年6月底舉行的第八次 「陳江會」因故
推遲，范麗青表示，雙方就兩岸投保協議和海關合
作協議已基本達成一致，兩岸同胞的主要關切都得
到了充分反映和穩妥處理。 「兩會」第八次會談的
具體日期將在雙方協調後確定。

經貿文化論壇下月龍省登場
范麗青還表示，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將於7

月 28 日至 29 日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舉行。論壇以
「深化和平發展，造福兩岸民眾」為主題，將圍繞

和平發展回顧與前瞻、深化經貿合作、擴大文教交
流等三項議題進行研討，以彙集兩岸民意，凝聚各
界共識，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良好局面。
屆時，國共兩黨高層及台灣其他黨派人士、兩岸有
關部門負責人、專家學者，兩岸經貿、金融、旅遊
、文化、教育、出版、影視等業界代表人士將出席
論壇。

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同日上午也在台北
發布這一消息，並表示循例將由該黨榮譽主席吳伯
雄率團出席本屆論壇。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27日電】第四屆海峽論
壇宣布台灣大米可以輸往大陸。國台辦發言人范麗
青27日表示，這是大陸為滿足台灣農民的要求，幫
助台灣特色農產品來拓展大陸市場所採取的一個積
極舉措。近日，質檢總局已經發布了《關於允許台
灣大米輸往大陸的公告》，希望兩岸大米經營者了
解公告的相關事項，按照有關規定來開展業務。進
口台灣大米事宜，目前由大陸中糧集團有限公司運
作，該公司已經啟動了台灣大米進口的洽商工作。

台農委會將制訂輔助政策
「希望台灣有關方面和我們一起積極努力，把

這樁好事辦好。我們將盡可能減少中間環節，降低
流通成本，切實使台灣農民朋友得到實惠。借此機
會，我也想告訴台灣的農民朋友，」她直接操起閩
南語向台灣農民喊話： 「台灣米好吃，大陸市場夠

大，我們來共同想辦法，讓台灣米在大陸好賣，讓
台灣農民賺到錢。」

另據中評網報道，台農委會日前發布新聞稿指
出，大陸已公告 「台灣大米輸往大陸植物檢驗檢疫
要求」，台灣米即日起可依 「台灣稻米輸往大陸檢
疫管理規範」規定輸往大陸。農委會也說，為因應
未來台灣米輸銷大陸，農委會將輔導業者與農民契
作建立專區，建立高品質台灣米。

農委會指出，為了拓展台灣農產品輸銷大陸，
並解決農產品貿易的檢疫檢驗問題，農委會透過
「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之聯繫機制

，加速農產品的檢疫准入申請。台灣米品質極優，
雖多次登陸參展，深受大陸消費者喜愛，但還未能
進行商業輸入。因此農委會2010年底向大陸提出稻
米輸銷大陸檢疫准入申請後，歷經2年多次諮商，雙
方終於在今年達成共識。

范麗青秀鄉音 盼台米熱銷大陸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范麗青27日批評， 「兩岸
關係趨冷」 之說無中生有 中新社

▲高雄市美濃區農會契作香米新品種 「美濃香鑽─
高雄147號」 27日上市發表，米粒外觀比其他品
種更晶瑩剔透，賣相佳 中央社

▲中國銀行台北分行27日隆重舉行開業儀式，中行成為首家在台設立經營性分支機構的大陸商業銀
行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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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島內近
日 出 現 所 謂 的
「兩岸關係趨冷

」言論，國台辦
發言人范麗青昨
天予以嚴正反駁

。她表示，目前兩岸關係繼續保持着和
平發展的良好勢頭，兩岸各界的大交流
、大合作都在持續正常進行。

范麗青的回應並非 「官話」。事實
上，自馬英九於今年1月贏得大選、成功
連任以來的半年裡，兩岸在各領域的交
流與合作的步伐並沒有停滯，而是有條
不紊、循序漸進。今年3月國民黨榮譽主
席吳伯雄率團赴京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
會面。雙方並就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形成
了更為清晰的共同認知，進一步鞏固和
增進了兩岸的政治互信。此外，前身為
國共論壇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也將於下
月舉行。兩岸除了保持高層會晤和黨際
交流外，基層民眾的交流規模也較往年
盛大。這個月中旬第四屆海峽論壇期
間，逾萬名台灣鄉親跨海赴會、共襄
盛舉。

在陸客、陸資、陸生的問題上，兩
岸也取得良好進展。今年4月大陸開放赴
台個人遊的城市試點共達 13 個，這個月
又決定增加赴台遊的組團社。至於大陸
方面頗為關注的陸資入島，台當局今年3
月第三度解除相關的限制規定，進一步
增加陸資投資項目。中國銀行台北分行
昨天正式掛牌，成為首家可在島內開展
業務的陸資銀行，標示着兩岸金融合作
又 「更上一層樓」。台灣教育部也給予
了陸生更多的便利，包括簡化驗證和體
健程序等。

可見，今年上半年的兩岸交流活動
如過去四年一樣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參與廣泛。不
過， 「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島內關於 「兩岸關係
趨冷」的謠言，恐怕是因為兩岸投資保障協議的簽署
日期遲遲未能落實，所以有人認為，兩岸過去四年就
簽署了16項協議，如今連一個協議都搞不定，覺得兩
岸之間的熱絡程度和緊密聯繫不如馬英九第一任期。
其實，兩岸關係的冷與熱、進與退，並不能只看協議
的數量和表面的熱鬧，還要看兩岸的交流和合作是否
惠及更多的兩岸同胞。顯然，今年上半年兩岸在推動
陸客、陸資、陸生方面一系列的鬆綁動作，受惠的行
業與人士不在少數。

兩岸關係的發展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由於兩
岸的法規不同，且涉及各自的利益，往往給協商帶來
不少分歧和難題。過去四年簽署的16項協議如此，最
近正在商談的投保協議亦如此，若說有不同，可能由
於協議的性質不同和涉及的範圍不同，有的協議出現
的困難少，協商的時間就短；有的問題比較多，協商
的時間就較長。但當出現重大分歧時，並不意味着兩
岸關係變冷，相反，雙方憑着理性、誠懇的態度共同
解決難題的過程，本身就是雙方建立互信的契機。而
難題獲得解決，則意味着兩岸關係又向前邁了一步。

兩會協商遵循 「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原則
，可以預見，兩岸關係越往前走、越往高走，遇到
的困難和障礙就會越多。這將考驗兩岸各界的
智慧和耐性，倘若動輒就心灰意冷、患得患
失，或散播一些 「唯恐天下不亂」的謠言
，則不利兩岸關係前行。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中通社 27 日報道：阿里山公
路 27 日中午發生一起遊覽車爆胎事故，遊覽車緊急剎車，
車內大陸旅遊團共 13 人分別受到擦撞，可幸都屬輕傷經送
醫院治療後，已經全部沒有大礙。

27日接近中午，一輛滿載大陸遊客的遊覽車，從阿里山
下山時，在77.3公里處疑因左前輪爆胎，導致遊覽車失控擦
撞山壁，所幸司機處理得宜，緊急剎車，才將車輛控制住。

只是由於當時剎車力道極為猛烈，車內的 20 多位來自
遼寧的大陸旅客應變不及，有人頭部撞到玻璃，有人則是腿
部撞到扶手，還有人胸部受到猛烈撞擊，疼痛不已，眾人跌
得東倒西歪，車內物品也掉得七零八落。

總計共有 13 人分別受到擦撞傷，先送到聖馬爾定醫院
阿里山醫療站接受初步治療，隨後被送下山接受進一步診治
，旅行社也隨即派員到醫院關心處理，還好都沒有大礙，經
治療後都已經出院，將繼續後續行程。

阿里山遊覽車爆胎
13名陸客擦撞輕傷

【本報訊】據中通社 27 日報道：位於台南縣白河鎮內
角營區的台灣陸軍南部測考中心，27 日上午發生坦克輾過
悍馬車的罕見意外，悍馬車上官兵1死4傷。軍方初步調查
後，否認有超載或超速情形，但是將了解坦克車是否沒有遵
守讓車相關規定。

這起事故發生在早上6時50分左右，1輛隸屬花蓮防衛
指揮部戰車營的M60A3 戰車，準備由戰車停車場開往訓練
場實施戰車戰力射擊訓練時，與對向1輛搭載8名官兵的南
部八軍團298旅的悍馬車，在戰備跑道會車時發生擦撞，坦
克車履帶從悍馬車右上方壓過，造成坐在右邊的官兵全受到
波及。死者為士兵賴韋廷，當時摔落車外，頭部重創不治。
其餘傷者送往嘉義榮民醫院救治，其中士兵吳冠毅骨盆挫傷
，傷勢最嚴重，轉送台中治療，另外3名傷者傷勢較輕，生
命狀況穩定。

台南軍營罕見意外
坦克輾悍馬1死4傷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27日報道：標榜清廉
的馬英九團隊，成軍4年多來首度遇到廉政風暴的考驗。今
年2月6日出任台灣 「行政院秘書長」的原國民黨政策會主
委林益世，27 日被周刊爆料指控涉嫌貪瀆，指其兩年前向
公營的台灣中國鋼鐵公司下游廠商索賄6300萬元（新台幣
，下同），今年又再索賄8300萬；林益世隨即舉行記者會
駁斥有關報道是不實指控，表示自己並無不法、願意接受
調查。但除了林益世為自己辯白之外，國民黨府院對這顆
政治炸彈似乎招架乏力，甚至劃清界線只作壁上觀。馬英
九獲知消息後要求林益世對外釐清真相，強調清廉是公務
員的最基本道德標準，不容許有灰色地帶。

民進黨對此固然大做文章，要求馬英九下令撤換林益
世，將他移送法辦。

林益世遭周刊爆料涉貪
斥不實指控願接受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