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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通社二十日電：台北消息：繼民進黨在
剛過去的星期天進行中常委選舉之後，國民黨也將在九月
一日選出新一任中常委。國民黨秘書長林中森（上圖）二十
日張貼選舉公告時強調，在清白、清廉競選，端正選風的
基本原則下，歡迎並鼓勵黨內同志踴躍參加中常委選舉。

對於媒體報道指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之子連勝文、吳
伯雄之子吳志剛都有意角逐中常委，林中森說 「這是好事
」，非常歡迎。不過，連勝文方面則不予證實。

林中森鼓勵大家踴躍參選，並指出中常會日前通過端
正選風實施要點， 「一定要注意清白、清廉、端正選風，
所以一定要不收禮、不送禮、不請客、不換票，完全遵守
端正選風的基本原則來參選。」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在十八日召開的中常會上表示，中
常委通過端正選風實施要點，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對
照民進黨日前中執委、中常委選舉的買票、黑道介入等傳
聞，外界已有很多評論，他就不再多說。

但是，馬英九再次提及二○○九年國民黨中常委選舉
，指當時極少數中常委有所逾矩，後來許多中常委主動表
示願意辭職重選，這是國民黨建黨以來第一次，讓社會對
於國民黨中常委選舉恢復信心，而且選風也得以端正。

國民黨九月選舉強調清廉

台ECFA後最大宗鬆綁

【本報訊】台灣 「經濟部國貿局」 十九日公告開放大陸棉製女用襯衫、上衣、洋裝、
短衫及其他紡織材料製女用成衣服飾等計二十五項產品進口。台灣《旺報》二十日指出，
這是ECFA簽署後台方最大幅度 「鬆綁」 大陸貨品進口，特別是其中 「解除了多項敏感產
業項目」 。

綜合台北二十日消息：台灣 「經濟部」日前召開
跨部門的 「大陸物品輸入審查委員會」，邀請相關部
門及行業公會討論後，決議大幅解除棉製女用或女童
用洋裝、人造纖維製女用或女童用洋裝、針織或鈎織
、人造纖維製男用或男童用內褲、棉製女用便服、浴
袍、晨衣等二十四項成衣服飾類產品，及一項栽培蘭
花用的水苔等產品的進口禁令，同意開放進口。

評估對島內產業影響有限
本次開放較特殊之處在於，服飾成衣屬勞力密集

產業，在過去兩岸ECFA早收清單談判乃至目前進行
的後續貨品貿易協議談判中，台灣方面都一直將成衣
服飾類產品視為易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的傳統艱困產業
， 「經濟部」推出 「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
案」，將成衣服飾類產業納入加強輔導項目，十年內
投入九百五十二億元新台幣展開輔導救濟。

經貿官員指出，這次開放項目雖不乏屬於當初認
為是易受自由化衝擊的勞力密集產業，但經相關部門
評估及與會各業界公會的溝通討論，認為這些產品開
放對島內產業影響有限，因此同意開放。

不過，棉製長褲等織襪產品則由於台灣區織襪公
會強烈反對開放，維持禁止進口規定。此外，棉製男
用或男童用大衣、雨衣、駕車外套、披肩、斗篷以及
類似品，十九日也未通過鬆綁。

目前台灣對大陸物品進口仍採負面表列，由經濟
部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召集跨部會成立的 「大陸物品輸
入審查委員會」，每兩個月召開一次審查會，針對產
業變化及業界需求，討論開放項目，如今年二月、四

月分別開放十五項大陸產品進口。

兩年來開放項目進展遲緩
二○○九年六月兩岸正式簽署ECFA協議後，還

有五千八百多項產品納入後續ECFA貨品貿易談判，
但兩年來開放項目的進展遲緩。進入二○一二年以後
，鑒於國際經濟不景氣，台灣當局提出二○一三年底
前完成貨品貿易談判的目標，希望加速商談腳步，這
次鬆綁是最大動作的一次，備受關注。

台 「經濟部長」施顏祥本月十日已向產業界指出
，ECFA後續貨品或服務貿易協商，只要求大陸方面
讓利是 「觀念偏差」，台灣方面須回應大陸方面要求
、做某種程度的市場開放，業者要有心理準備。

近期歐美日市場需求低迷影響大陸自台灣的進口
出現了下降，兩岸的貿易處於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
大陸海關總署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兩岸
雙邊貿易總值為七百五十億二千萬美元，下降 5.2%
，佔同期大陸進出口總值的 4.1%，其中大陸對台灣
出口一百六十五億美元，下降了 5.8%，自台灣進口
五百八十二億二千萬美元，下降了5%。

上半年陸資來台增逾4倍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二十日消息：台灣 「經

濟部」統計，今年前六月核准陸資來台投（增）資金
額共一億二千二百一十七萬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463.83%，主因為一月核准兩家在台大陸銀行辦事處
升格為分行，金額共達九千一百四十八萬美元。

此外，上半年核准陸資來台投資件數為六十三件

，較去年同期增加16.67%。
對大陸投資部分， 「經濟部」投審會表示，前六

月核准對大陸投資件數為二百二十件，較去年同期減
少 28.10%；核准投（增）資金額計五十二億三千四
百七十三萬九千美元，較同期減少26.52%。

開放陸25類成衣進口

【本報訊】中新社上海二十日消息：第三屆台
灣香蕉節的首批香蕉二十日以 「平價」面貌登陸上
海市場，吸引市民踴躍搶購，短短兩小時，超市貨
架上的台灣香蕉已被消費者搶購一空，主辦方緊急
調運庫存以滿足市場需求。

近日，上海市果品有限公司向台灣的多家農業
合作社接連採購了香蕉、鳳梨和愛文芒果等水果，
並陸續推向市場。此番台灣香蕉的採購量達到一百
噸，原定的銷售周期為一個月，但主辦方稱： 「按
照現在的銷售速度，兩個星期內就有望全部售完。
」而到下周，台灣的愛文芒果也將大規模登陸，台
灣水果在上海的銷售正朝着常態化方向邁進。

每斤一點九八元，如今的台灣水果受益於兩岸

簽署的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其關
稅、運輸等成本不斷下行，市場競爭力也在逐年提
高。台灣利統公司總經理張天鴻告訴記者，ECFA對
台灣水果進入大陸大有幫助，不像以前只有一兩個
指定口岸，現在增加了很多銷售通路。

據上海市果品總公司總經理宮鴻冰介紹，台灣
香蕉上市的旺季往往是大陸消費市場的淡季，消費
淡季和供應旺季是一對矛盾，所以台灣香蕉的價格
肯定會受到影響。就在台灣香蕉上市的同期，大陸
的海南香蕉、廣西香蕉也到了成熟期，如此便宜的
價格是否會對本地市場帶來衝擊？對此，宮鴻冰表
示，台灣相較於海南、廣西，地理緯度更高，香蕉
成熟期更長，所以品質和口感也將更勝一籌。

平價台蕉上海市場大賣

跟着大甲媽祖繞境、
到雲林割稻、在蘭嶼潛水
，香港大學生鄧燕武玩遍
台灣，幾乎成為台灣通。

常遇到台灣人告訴她， 「你去的地方我還沒去過
！」她總自信地說， 「我帶你去！」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電影系的鄧燕武今年二月
來台，在政治大學當交換學生，利用短短幾個月
，體驗台灣學生生活，同時瘋狂上山下海，看遍
台灣美景，感受道地文化。

看遍阿里山日出、日月潭晨曦、淡水老街，
一般觀光客行程，無法滿足她對台灣的喜愛。

人們友善 最喜歡花蓮
於是，鄧燕武走訪雲林農村、台中彩虹眷村

、花蓮原住民豐年祭；踏上澎湖、綠島、蘭嶼和
小琉球等離島；跟着朋友上KTV唱歌、吃熱炒、
看歌仔戲、參加婚喪喜慶與廟會；甚至跟着大甲
媽祖出巡繞境隊伍走了兩天兩夜，比台灣人還要
「台」。

走過台灣許多角落，鄧燕武表示，她最喜歡
花蓮。除了美景美食，在那裡，她遇到特別友善
的人們，在聊天的過程中，她發現不少當地人曾
到大城市打拚賺錢，最後仍選擇回到花蓮，過着
閒雲野鶴的生活。

這給鄧燕武相當的衝擊。在香港，她習慣的
是商業邏輯，一切向 「錢」看齊；在花蓮，她體
會到金錢之外，人生還有很多可能，更值得珍惜
與享受。她還因此興起要到花蓮開民宿的想法。

在台灣旅遊的過程中，鄧燕武經常被台灣人
的文化所感動。她說，比起香港，台灣仔細保留
了華人宗教與農業傳統，非常珍貴迷人。

她曾跟着大甲媽祖出巡的隊伍，從台中走到
彰化，身體非常疲憊，精神卻很亢奮。因為她看
到許多頭髮花白的阿公阿嬤，非常虔誠地走在隊
伍中不曾休息，還有人已經連續第九年參加，只
為向媽祖還願，對信仰的真誠令她動容。

為了體驗台灣農村生活，她到雲林鄉下，與
正在收割稻子的農民聊天，光着腳丫子踩着泥巴
地、試坐收割機。她說，比起觀光景點，這個體

驗讓她覺得 「超級幸福」。
許多大陸與香港遊客對台灣的人情味讚譽有

加，鄧燕武也提到台灣人是台灣最美的風景，尤
其對外國人總會特別照顧。

閩南語說 「我是香港人」
鄧燕武向台灣朋友學了幾句閩南語，原本只

是好玩，後來發現只要她用閩南語說， 「我是香
港人」，周圍的台灣人往往先是非常驚訝，然後
非常熱情地招待她、幫助她。她笑着說，連在媽
祖出巡繞境時，都因為這樣拿到超多補給品。

台灣人經常分享各種有趣景點，不過，鄧燕
武說，除了台北以外，許多地方其實大眾運輸工
具不發達，對無法以機車、汽車代步的外國觀光
客來說，不太方便。

但也因為這樣，鄧燕武在台灣搭了許多次便
車，意外結交很多好朋友。她決定八月回香港的
第一件事就是考駕照，然後再到台灣繼續玩。

【據中央社台北二十日電】

特稿

扁受審應答：我能不想死嗎
【本報訊】中通社二十日消息：在台北看守所

及台北監獄被囚千多天、日前傳出曾三度意圖輕生
的陳水扁，二十日首度公開露面，到台灣高等法院
出庭時，看似神情憔悴，下囚車的時候還要由法警
攙扶；但在法庭上則堅持全程站立、應答如常，甚
至反詰一審法庭想置他於死地， 「我能不想死嗎」
，以呼應有關其自殺的傳言，不改律師雄辯本色。

二十日早上，被指 「三度自殺未遂」的陳水扁
因為教唆偽證案二審出庭，各路傳媒都把焦點集中
在他的精神狀況上。據傳媒形容，扁身穿淡藍色 T
恤、深黑色長褲，步下囚車時步伐緩慢，法警還伸
手攙扶；感覺他面無表情、精神萎靡，看到鏡頭也
無精打采，不像從前總會揮手或點頭打招呼，而是
直接走進法院。

不過，陳水扁於庭上應答如常，審判長雖表示
他可坐下陳述，但卻被陳水扁拒絕，原因是他認為
全程站着講比較有禮貌。

台灣高等法院當天開庭審理陳水扁教唆偽證案
，扁被控於二○○六年七月間在官邸開會，要求前
「總統辦公室」主任林德訓等人，於 「國務機要費

」案偵查期間做偽證。陳水扁在庭上仍強調 「沒有

教唆偽證」，且檢察官指他透過報紙就可知道誰被
傳喚並教唆如何應付檢察官偵訊，純屬 「臆測之詞
」。

八月十七日上午宣判
陳水扁並向法官抱怨，教唆偽證案是 「國務機

要費」案的案外案，且是一審審理 「國務機要費」
案的合議庭告發，想置他於死地；他反問說，任何
人像他這樣受羞辱、凌虐，能活得下去嗎？能不想
死嗎？ 「我能活到現在已經不簡單了」。

這次審理庭約於中午結束，審判長表示，全案
八月十七日上午宣判，並詢問陳水扁的聆判意願，
陳水扁點頭表示要聽宣判。

醫師入監為扁看診
另訊，陳水扁五月間前往林口長庚醫院戒護就

醫，相關用藥即將吃完，加上日前申請精神科檢查
，台北監獄二十日下午安排長庚醫師入監門診。台
北監獄秘書楊方彥表示，這次是安排心臟、肝膽腸
胃及精神科醫師看診；至於陳水扁看診內容，涉及
隱私權，不方便對外說明。

【本報訊】據新華社廈門二十
日消息： 「廈門大學富邦海西大講
堂」二十日下午在廈門大學首季開
講，台灣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在
演講時說，兩岸經濟發展策略的高
相似度為兩岸產業提供良好的合作
契機，近年來最熱門的數字融合產
業和金融服務業將成為兩岸產業合
作的兩大焦點。

蔡明忠在題為《大陸十二五規
劃與台灣黃金十年的發展展望與合
作》的專題演講中說，兩岸數字融
合的發展軌跡不同，可相互借鑒進
行產業交流。可將台灣數字融合產
業鏈及成功商業模式複製大陸市場
，大陸廣大市場帶動的新技術、新
服務可進軍台灣市場。在兩岸數字
匯流跨產業合作上，可建立兩岸移
動服務應用平台及兩岸共同發展移
動支付平台。

蔡明忠對兩岸通過多元化的金
融服務業合作建立起兩岸三地共同
資本市場充滿期待。他說，未來在
兩岸貨幣清算協議簽訂後，雙邊金
融服務業互動合作將更加密切，並
且擁有更多元的投資標的及籌資管
道；台灣金融業可充分利用長期累
積的資源及經驗，在兩岸資本市場
中扮演關鍵角色。

「廈門大學富邦海西大講堂」
由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廈門大學王
亞南經濟研究院與台灣富邦金控聯

合舉辦，計劃在海西舉辦四季論壇，邀請知名經濟、金融
、企業戰略管理等各界專家發表專題演講，旨在為海西業
界精英搭建一個知識與經驗交流的高端平台，提供更多精
闢論點為未來兩岸經濟與金融合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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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晚，印度洋上，護航編隊 「常州」 艦接護到了
台輪 「旭富一號」 二十六名獲救船員。圖為船長吳朝義
（右）獲救後露出開心笑容。吳朝義已被送到坦桑尼亞，
二十四日搭機返台 中新社

▲台灣公告開放大陸製成衣服飾等二十五項產品
進口 資料圖片

▲陳水扁二十日到台灣高等法院出庭時看似神情憔
悴 中央社

▲台灣香蕉去年八月在上海開賣，價格便宜，每斤
一元八角八分 資料圖片

▲香港大學生鄧燕武（左）來台當交換學生，玩遍台灣，還
曾跟大甲媽祖繞境走了兩天兩夜，體驗特有民俗活動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