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雲林：陳江八會下月在台舉行
將主要解決兩岸投資保護協議

王月蘭遺囑公開 遺產全歸王文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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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劫持海盜劫持11年半年半 兩岸全力營救兩岸全力營救

經多方努力，一年多前遭索馬里海盜劫持的台灣 「旭富一號」 漁船及26名船員17日
晚安全獲救。中國外交部官網證實，在亞丁灣和索馬里海域執行護航任務的中國海軍軍艦
已安全接護全體獲救船員，並正將獲救船員轉送至坦桑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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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金融交
流最近又有重大
進展。繼中國銀
行台北分行上月
底隆重成立後，
交通銀行台北分

行日前也掛牌開業。這是多年來首次有
大陸銀行在台灣開辦金融業務，不僅使
兩岸金融業真正實現 「雙向交流」，也
為兩岸建立貨幣清算機制奠定基礎。因
此，陸資銀行入島，在兩岸金融界具有
里程碑式的意義。

長期以來，兩岸在人流、物流往來
方面成果顯著，在 「金流」方面則相對
滯後。但 2008 年 5 月國民黨重新上台，
致力改善兩岸關係，終於為兩岸金融交
流帶來了光明的前景。2009 年兩岸相繼
簽署了金融合作協議、金融監管合作備
忘錄，但使兩岸金融交流得以進一步提
升，還要歸功於2010 年兩岸簽署的經濟
合作框架協議（ECFA）。當中針對銀行
業，大陸對台灣做出 6 項承諾，台灣對
大陸則做出 1 項承諾，其中台灣與大陸
銀行辦事處升格為分行的等待期都是 1
年，並允許台灣銀行業登陸開業 2 年、
且 1 年獲利，就可承做人民幣。此前台
資銀行在大陸設立辦事處兩年後才可升
格為分行，如果要承辦人民幣業務還要
達到 「開業三年，連續兩年獲利」的門
檻。在簽署 ECFA 後，台資銀行才得以
解開身上的 「枷鎖」，而台灣方面也
歷史性地首次為陸資銀行入島 「開綠
燈」。

ECFA為兩岸銀行互設機構打開了一
扇大門。目前，大陸方面已批准10家台
資銀行在大陸設立分行，其中 8 家已開
業、一家獲准開辦台資企業人民幣業務
。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建設銀行和招
商銀行等 4 家大陸銀行先後在台設立代
表處，其中中行與交行在台代表處屆滿
一年後申請升格為分行並獲准。

兩岸經貿往來多年，而金融可謂現
代經濟的核心，兩岸金融合作滯後，勢
必掣肘兩岸經濟合作。目前在大陸的台
資超過一百億美金，約 7 萬多家台企，
而陸資也於2009 年起陸續入島。在如此
緊密的經貿關係下，兩岸銀行互設分行
不僅可為各自的在地企業提供更好的融
資服務，更為兩岸建立貨幣清算機制提

供了 「硬件」。據悉，剛在台北升格分行的中行和交
行，以及最近重返上海灘的台灣銀行，都在積極爭取
成為清算行。去年兩岸貿易往來高達1600億美元，其
中台灣對大陸出超898億美元，如果能跳過美元結算
，直接用人民幣清算，有利於企業降低匯兌成本，控
制匯兌風險，提高清算和結算效率。

兩岸建立貨幣清算機制可謂勢在必行。尤其台灣
方面甚為積極，希望成為繼香港後的第二個人民幣離
岸中心。然而，與之相矛盾的是，台當局至今對兩岸
金融依然設下種種限制，例如島內民眾要辦理一般
外幣如美元、歐元等存款、貸款、投資理財等外匯
業務都沒有限制，唯獨不開放設立人民幣開戶
。看來，台當局還應 「自我解放」，進一
步解除對兩岸金融交流的 「緊箍咒」，
開拓兩岸金融合作空間。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據中新社三藩市17日消息
：中國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全國政協港澳
台僑委員會主任、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
陳雲林17日在三藩市表示，如不出現太大
問題，兩岸海協會和海基會領導人第八次
會談將於 8 月上旬在台灣舉行，會議將主
要解決兩岸之間的投資保護協議。

陳雲林率領的全國政協港澳台僑代表
團當天下午從紐約抵達三藩市，晚間在中
國駐三藩市總領事館與僑學界人士會面，
介紹中國經濟發展現狀，兩岸關係的現在
與未來，同時就華文教育、中華文化傳承
和發展聽取意見和看法。

陳雲林說，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和海峽
交流基金會的領導人已經舉行了七次會談

，完成了16項協議，達成兩項重要共識。
如果不出太大問題，第八次會談將在下月
上旬於台灣舉行。 「主要解決兩岸之間的
投資保護，內容非常重要，涉及面很廣，
切實保護台商合法利益，廣大台商翹首以
盼」。

陸客赴台促進島內經濟
陳雲林介紹中國經濟正在經歷艱難轉

型，從 「中國製造」走向 「中國創造」，
不斷展示中國人自強不息的精神。在回顧
兩岸關係發展時，陳雲林說， 「2008 年後
，兩岸關係呈現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
來之不易，當倍加珍惜。」他還表示，兩
岸關係外國人無法看懂。 「這種剪不斷，

理還亂，是離愁，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
心情只有兩岸同胞才能明白。」

「兩岸同胞之間的融合是在悄然之間
進行的。」陳雲林列舉了大量數據說，開
放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以來，每天都有一兩
萬操不同方言的大陸遊客在台灣。他們購
買當地特產，不是為了顯富，是真正喜歡
。鳳梨酥過去6億產值，現在增加到快100
個億，鳳梨酥都來不及做，得加班加點。
台灣很多小商小販、旅館飯店等服務行業
的老闆們都喜笑顏開，今年他們已有2262
億台幣收入。陳雲林表示，兩岸關係的發
展要 「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經濟合作優
先發展。」他還說， 「只要雙方有誠意，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本報訊】據中通社 18 日消息：已故台塑企業
創辦人王永慶的元配王月蘭過世之後，她11年前預
先立下的遺囑，18 日下午由律師李永然和許進德等
人對外公布。根據遺囑內容，王月蘭的遺產全部贈
與王永慶長子王文洋；不過，王月蘭的妹妹張楊繡
云，依法也可取得其中三分之一的特別份。根據外
界估計，由於王月蘭的財產早已授權王文洋處理，
因此，遺產初估約只剩20幾億元（新台幣，下同）。

感謝王文洋照顧晚年生活
7月1日凌晨病逝的王月蘭在2001年委由許進德

律師預先立下遺囑，18日正式對外公布。
律師許進德宣讀遺囑內容： 「一，由於本人膝

下並無親生子女，日常生活之照顧、扶持，全賴王
文洋1人幫忙，視我如親生母親一般，本人甚為感念
。二，本人如身故死亡，身後事由我子王文洋處理
，本人遺體請勿用火化方式。三，本人身故後，所

有遺產及應得之權利，扣除喪葬費用所餘，全部贈
與我子王文洋，包括本人名下所有位於台北市中山
區松江里19鄰錦州街284號3樓房屋，及本房屋坐落
之土地持份。」

王月蘭妹妹依法獲分1/3
至於王月蘭的妹妹張楊繡云雖然未出現在遺囑

中，但律師解釋，她是法定繼承人，仍可分得遺產
三分之一的特別份。由於王月蘭在 2005 年已經授權
王文洋處分財產，因此，外界初步估計，王月蘭的
遺產大概也只剩20多億元。

王文洋在港提訟討父產
在王月蘭遺囑公布當天，台灣傳媒傳出王文洋

為了追蹤王永慶的海外遺產，將與表哥周俊雄 「結
盟」，在香港提出訴訟，指稱王永慶在海外的五大
信託基金成立過程違法；倘若王文洋勝訴，該筆據

傳高達新台幣 5200 億元以上的王永慶遺產，王月蘭
依法可再分得一半。但三房律師表示，海外信託基
金的成立完全合法。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中央社 18 日消息：
2010 年 12 月，台灣 「旭富一號」漁船及 26 名船員
（包括 13 名大陸船員、1 名台灣船員和 12 名越南船
員）遭索馬里海盜劫持。事發後，中國政府高度重視
，中國外交部會同國台辦、商務部、交通部等部門和
相關地方人民政府，以確保人員安全為重，全力開展
營救工作。

中國外交部已指示中國駐坦桑尼亞使館為獲救船
員在當地安置、醫治及回國提供積極協助。安徽省、
河南省政府工作組將赴坦桑尼亞協助開展工作。中方
已請越方做好接收越船員準備。歷劫 26 名船員，包
括台灣船長吳朝義 1 人、大陸船員 13 人、越南船員
12人。

大陸軍艦前往接載
台漁業署指出，旭富漁業公司於 17 日上午交付

贖金，當天晚上11點多，26名人質被釋放至沿岸，
之後由中國大陸在索國沿岸擔任護航及執行人道救援
任務的軍艦，至索馬利亞沙灘上接出全部 26 名船員
，預計2至3天後送抵坦桑尼亞。

台 「外交部」18 日表示，得知船員即將獲釋後

，就洽請歐盟、國際反海盜機構及聯合國相關組織協
助接護船員，並洽獲歐盟同意派遣海上巡邏機，前往
索國荷比歐鎮沿岸偵測。

台 「外交部」指出， 「旭富一號」船組人員獲得
在索國沿岸擔任護航及執行人道救援任務的中國大陸
軍艦接護，直接送往坦桑尼亞，台灣方面也指派專人
趕往當地，協助船長等人員盡速返鄉團聚。

漁船擱淺無法拖救
台 「外交部」表示，當初在獲知 「旭富一號」遭

劫持後，政府啟動緊急應變機制，密切注意漁船動向
。船東與海盜談判期間，台灣方面不斷透過 「駐外館
處」及國際主要反海盜機構洽取海盜活動及海盜利用
「旭富一號」充當攻擊母船的資訊，供船東參用。例

如，去年 10 月， 「旭富一號」在索國沿岸擱淺，船
東雖自海盜談判人員獲知這個訊息，但無法證實，因
此向台 「外交部」求助。

台 「外交部」即洽請歐盟協助並取得 「旭富一號
」最新空照圖後，證實漁船確實在索國荷比歐鎮附
近擱淺，且無法拖救，船東當時立即調整贖金談判
策略。

船東日前交付贖金
台 「外交部」表示，由於船隻擱淺，增加人員營

救複雜性及困難，談判進展緩慢；船東於今年初通知
島內相關部門，即將完成與海盜的贖金談判，盼政府
從旁協助，安排人員撤離索國等事宜。而船東也於
17 日交付了贖金。據悉 「旭富一號」漁船船東─
旭富漁業公司，在船遭劫後，仍持續支付船員薪資，
照顧船員家屬，且在該船已擱淺無法拖救情形下，仍
持續與海盜談判斡旋，努力籌措贖金，盡全力營救遭
劫船員。

索馬里海盜肆虐 台船贖金逾千萬
【本報訊】據聯合新聞網報道：索馬里海盜肆

虐，7年來台灣漁船也飽受其害，中義218號等六艘
漁船遇劫，都付出巨額才贖回，最後一艘被海盜挾
持的台灣漁船 「旭富一號」 ，今天傳出好消息，26
名船組人員在昨天晚間平安獲釋。根據歐盟反海盜
艦隊指出，由於船隻配武裝，和國際軍隊更有效率
，去年下半年只有三艘船遭索國海盜劫持，較上半
年的28艘大幅減少，且今年可望持續減少。

■2005年開始，台灣漁船首度遭遇到索國海盜
， 「中義18號」 及 「新連發36號」 和 「承慶豐號」
接連在索國外海遇劫，船東為了安全救出船、漁工
疲於奔命，透過 「地下管道」 談判，每艘船紛紛付
出新台幣400多萬至700萬元金額贖回。

■ 2007 年， 「慶豐華 168 號」 又遇劫，漁工飽
受凌虐，其中有名大陸漁工死亡，船東這次花了 5
個月斡旋，付了約600萬元代價。

■ 2009 年， 「穩發 161 號」 在印度洋賽席爾合

法海域作業被索國海盜擄走，還被當成海盜母船，
還曾與美軍戰艦、直升機對峙 2 個月，費時 11 個月
，最後由英國談判專家搭直升機海上丟包數千萬元
贖金獲釋。

■2010年，海盜挾持 「日春財68號」 ，竟然開
出天價贖金800萬美金（約台幣2億3千萬），談判
一再受挫，漁船也淪為海盜母船，在一次和美軍駁
火中，台灣船長身亡。

■ 2010 年，高雄籍延繩釣漁船 「泰源 227 號」
也在5月遇劫，8個月後獲釋，雖然船東號稱沒有付
出贖金，但是在隔年卻傳出船公司因為財務不佳倒
閉。

■ 2010年，旭富一號也在馬達加斯加專屬經濟
海域附近海域作業失聯，船東不斷與海盜交涉，終
於在歷劫18個月之後，26名船組人員終於可以回家
了。在目前為止，台灣漁船已經全部安全獲釋，不
過都付出巨額贖金，有的船公司因此而傾家盪產。

【本報訊】據中通社 18 日報道：台灣官方智囊
機構 「中央研究院」（中研院）18 日發出警告，預
測今年經濟成長率（GDP 年增率）從 3.81%下修至
1.94%。中研院呼籲政府應盡快推出振興經濟措施，
否則台灣經濟前景看淡。中研院經濟所今天召開記者
會，以 「2012 台灣經濟情勢總展望修正」為主題，
公布該院對台灣經濟成長率的最新預測。

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周雨田指出，受歐債、美國

及大陸景氣趨緩影響，台灣下半年的整體外貿活動將
明顯下滑，風險升高，預測今年全年經濟成長率從
3.81%下修至 1.94％。實質進出口貿易成長率分別較
上次下修4.28、3.26個百分點。

中研院預期，實質民間消費的年成長率將由
2.72% 下 調 至 2.1% ； 實 質 民 間 投 資 由 1.91% 下 調
至-0.5%。受油電雙漲進一步驅動島內物價上漲，但
通訊費下降，中研院預估今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上漲率為 1.8%。周雨田指出， 「有關數據都顯示
下半年的經濟情勢不那麼樂觀！」

周雨田指出，台灣經濟上半年遭遇內憂外患，民
間消費因為先前的油、電雙漲拉升物價，削弱民眾消
費意願，年成長率較去年預測下滑；民間、公營投資
也很疲弱，都不能維持正常成長動能。

「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政府要及時介入」，他
建議經濟部從 「拚出口、促投資、旺消費」等3方面
提振經濟，經濟所所長彭信坤坦言，如果經濟部可以
再提出很好的擴展投資方案，就能吸引更多外資來台
投資，這樣的確能改善經濟前景。

台料今年經濟增長不足2%
連戰將第五度出席APEC
【本報訊】據中通社18日報道：第20屆亞太經濟合作

組織（APEC）經濟領袖會議，將於9月8日至9日在俄羅斯
海參崴舉行，馬英九 18 日已決定敦請連戰第五度擔任代表
與會。

馬英九認為，連戰已連續4年代表台灣出席APEC經濟
領袖會議，嫻熟APEC運作，且能精確掌握島內政經脈動、
深入了解國際事務，卓越表現有目共睹，因此，決定再度敦
請連戰為今年台方領袖代表。

【本報訊】據中通社18日報道：台灣軍方高層18日證
實，有關美國對台出售 F-16A/B 戰機升級服務一事，台、
美雙方已在華盛頓完成簽約，後續將由美方進行選商等作業
程序，完畢後即進行升級。據了解，是次美國方面為台灣
145 架 F-16A/B 型戰機提供升級， 「服務合約」高達 38 億
元（美元，下同）。

軍方高層表示，雙方簽約後，後續將由美方進行選商等
作業程序，完畢後即進行升級。美國行政部門去年9月底向
美國國會提交對台軍售案，主要內容為台灣145架F-16A/B
型戰機提供升級。空軍今年5月初收到美方送交的發價書，
所列金額與升級案編列預算大致相符。

對於有關價碼是否偏高，有媒體質疑台灣被美國當成
「冤大頭」，台灣軍方人士強調，升級清單中有關強化對匿

蹤戰機偵知能力的AESA雷達，由於研發經費高，因此美方
單就此項向台灣徵收高達6億元的 「研究經費」。不過，美
國軍方承諾，若其後有其他國家使用同一款雷達，將按比例
攤還研發經費。

▲中國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主任陳
雲林在三藩市與當地僑學界人士會面，就華文教育、中華文
化傳承面對面交流座談，聽取與會人士的意見和看法 中新社

▲被劫持前的台灣 「旭富一號」 漁船 聯合網

台漁台漁船船2266人索馬里獲釋人索馬里獲釋

台美簽約升級F16 總值38億美元

▲律師許進德（右）18日公布王月蘭遺囑 中央社

▼中國海軍第五批護航編隊 「廣州」 艦2010
年在亞丁灣執行護航任務。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