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江會日程確定 400記者雲集台北

大陸經濟牽動台灣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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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台胞認同兩岸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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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主
席蘇貞昌上周
接受美國傳媒
訪問時表示，
民進黨繼續堅

持支持 「台獨」的立場，目前已經改
變的是面對中國的態度和方法，但永
遠不會放棄信仰和價值，即 「台灣是
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自今年初蘇
貞昌宣布角逐黨魁至今的半年裡，頻
頻發表有關兩岸關係的講話，試圖打
破外界對自己不擅處理兩岸議題的觀
感。他曾說 「沒出聲音不一定就是啞
巴」。如今他決定不做 「啞巴」，但
「發出的聲音」不過是沿襲民進黨的
「台獨」主張。發出破壞兩岸關係和

危害台海和平的 「噪音」，倒不如做
「啞巴」算了。

蘇貞昌從政三十多年來，鮮少談
及兩岸關係。據島內媒體人的觀察，
蘇貞昌今年五月接掌民進黨後，不僅
把兩岸議題掛在嘴邊，還罕見地親自
出席了幾場討論大陸事務的學術研討
會，全程勤做筆記，似乎有意修補為
人詬病的兩岸學分。但現在看來，蘇
貞昌 「惡補」的結果，卻是重新搬出
「台獨」神主牌。從去年蘇貞昌競選

民進黨 「總統候選人」和今年上半年
角逐民進黨主席時發表的言論也可見
端倪：去年他主張民進黨以 「台灣前
途決議文」為主要精神，堅持 「主權
」立場；今年他在電視辯論會上又指
出 「兩岸議題並非民進黨敗選唯一原
因，民進黨維護 『主權』、 『台灣共
識』的主張不用改變」。近日他又拋
出 「獨論」，與以前不同的是，他現
在身為一黨之主，一言一行具有代表
性和影響性。而這也是民進黨自今年
大選落敗後黨內傳出 「棄獨」聲音後
，黨主席首次明言 「台獨」路線不會
改變。這好比是一盆冷水，澆在那些

對民進黨轉型充滿希望的人的頭上。其實，民進黨
上月雖然成立 「中國事務部」，但從名稱已可看出
，該黨 「一邊一國」的思維絲毫沒有改變。

蘇貞昌不諱言 「民進黨繼續支持台獨」，在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中，顯得多麼
無知和幼稚。民進黨連輸兩次大選，除了受扁案拖
累，在兩岸關係上交白卷是其致命傷。島內選民早
就看穿了該黨意識形態凌駕於民生福祉之上的政客
嘴臉，所以用選票發出「拚經濟、求和平」的訴求。
而「台獨」主張不僅影響兩岸經貿交流，更令台海重
回當年劍拔弩張的動盪局面。對於這些利害關係，
民進黨豈有不知之理？但依然把台灣社會與民眾推
向危險邊緣，這根本就是不計後果、孤注一擲的賭
徒心態，最後輸掉的只會是民進黨的未來與前途。

蘇貞昌素來給外界的印象並非 「深綠」，但近
日旗幟鮮明的 「獨論」恐怕會給中間選民留下
不良觀感，也限縮了自己在兩岸議題上轉圜
的空間。看來，他為了鞏固黨內地位已不擇
手段，但 「台獨」主張在島內早已被證明
是死路一條，蘇貞昌縱使四年後當選
民進黨 「總統候選人」，也贏不了
大選。

瀾瀾觀觀
隔海

【本報訊】綜合《聯合晚報》及中央社6日報道
，民進黨 6 日發布最新一波黨內人事，眾所矚目的
「中國事務部」主任，確定由清華大學中國研究中心

兼任教授洪財隆出任。洪財隆專長為國際經濟貿易談
判，為島內知名兩岸經貿專家，政治性相對較低，外
界解讀他的出線，也形同定調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的
「中國政策」，將是務實走向、經貿為主。

民進黨 「中國事務部」主任何以由洪財隆出任，
引起各方好奇。據了解，經過八年執政洗禮，親近綠
營的學者和前政務官雖不乏所謂 「中國通」，但洪財
隆除對ECFA的研究十分透徹，且處事低調從不涉入
黨內派系運作，其文章專業度高政治味低，被認為是

出線的原因。
民進黨前立委郭正亮表示，洪財隆是世界貿易組

織、自由貿易協定（FTA）方面專家，是相當合適的
人選。洪財隆出線，代表蘇貞昌確實想要提出正面、
可行以及和國民黨有區別的兩岸經貿政策主張。

民進黨發言人林俊憲說，洪財隆於1966年出生，
是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台北大學前身）經濟研究所碩
士、德國曼海姆大學國際經濟關係碩士、奧地利茵斯
布魯克大學經濟學博士；專長領域包括國際政治經濟
、兩岸經貿關係及FTA，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
員，現於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淡江大學國際
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兼課。

此外，民進黨也公布其他人事，青年部主任由曾
任蘇貞昌縣長室秘書的張基長擔任，張基長為前台北
縣黨部主委，主掌蘇貞昌對於組織、社團、青年組訓
的工作。民主學院主任則由今年參選新北市立委的何
博文出任。何博文曾任報社記者、電台主持人。

洪財隆接掌民進黨中國事務部
熟悉兩岸經貿 不涉派系運作

陳雲林訪台最新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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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率領的海協
會先遣團到達台北，與海基會副董長
高孔廉進行相關業務磋商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夫婦一行抵台

鄭立中與高孔廉舉行兩會預備性磋商

陳雲林與江丙坤舉行兩會領導人第八
次會談

簽署《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
》和《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

陳雲林行程待定

海協會代表團搭機離台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六日消息：民進黨6日召
開重大議題協調會報，對因應第8次 「陳江會」談達成
共識，呼籲將 24 小時探視權等納入投保協議。此外，
這次並未規劃抗爭行動。

第 8 次 「陳江會」9 日登場。民進黨主席蘇貞昌 6
日主持重大議題協調會報，與黨籍立委會商。

民進黨發言人林俊憲會後轉述說，民進黨在 1992
年首先主張簽署投保協議，20 年後仍主張要保障台商
在中國大陸的投資行為，並認為 24 小時探視權、律師
委託權、國際仲裁機構選擇，都應列入兩岸投保協議。

林俊憲說， 「中資」來台投資規範是空白的行政授
權，行政單位想開放就開放，想禁止就禁止，民進黨主
張 「中資」來台應法制化並設專責機構處理。

台灣團結聯盟規劃抗議行動，林俊憲受訪指出，尊

重台聯黨的作法，台灣是多元民主的社會，每個政黨與
個人都有權表達意見。

不禁止黨員個別行動
林俊憲指出，對於 「陳江會」，民進黨採取 「務實

理性、嚴格監督」的立場。目前民進黨中央並沒有規劃
抗爭行動，也沒有特別禁止，尊重其他政黨或個別黨員
的行動。

他說，兩岸會談不透明，讓很多人疑慮與擔心，馬
政府在兩岸交流上應與在野黨充分溝通，接受 「立法院
」監督，並且讓利害關係人台商有表達意見的管道。

一名與會立委說，民進黨 20 年前就主張投保協議
，若這次採取抗爭，反讓外界有 「逢中必反」的印象，
因此黨內認為應重台商權益改善。

民進黨未籌劃抗議陳江會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中通社六日消息：台灣海
基會6日公布兩岸兩會領導人第八次會談活動行程。由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和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間進行的此次
會談將於9日在台北圓山飯店登場。而目前，報名採訪
會談的兩岸、港澳及國際媒體達百家，記者400多人。

海基會6日在台北舉行記者會，介紹此次會談相關
情況。江丙坤在記者會上表示，此次會談的議程，分成
3大部分：一、針對本次簽署兩項協議的文本與效益交
換意見，並簽署協議。二、追蹤過去所簽署的 16 項協
議執行狀況，現在各協議有平台經常在聯繫，但部分協
議執行問題需要透過兩會交換意見，共同強化協議執行
。三、策劃未來，對於兩岸交流需要解決的新議題，兩
會也在會談充分交換意見，決定未來協商議題。

海協先遣團今抵台
至於陳雲林一行訪台的最新行程是，海協會先遣團

由常務副會長鄭立中率領，預定在8月7日到達台北，

與海基會副董事長高孔廉進行相關業務的磋商，也會確
認此次會談的各項議程與相關工作。

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夫婦與海協會協商代表團，將在
8日上午搭機抵台。當日下午由鄭立中與高孔廉等依慣
例舉行兩會預備性磋商，確認協議文本及此次會談的相
關細節。9日上午，陳雲林與江丙坤舉行兩會領導人第
八次會談；下午進行《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
、《海峽兩岸海關合作協議》兩項協議的簽署儀式；隨
後，兩會分別舉行記者會。10 日中午海協會代表團搭
機離台。另外，陳雲林9日下午將與台灣當局兩岸事務
主管部門負責人賴幸媛會面。而陳雲林夫婦8日下午和
10日上午這兩個在台北的參訪行程待定。

取消參訪花蓮行程
第八次陳江會原本安排陳雲林在完成會談後，於

10 日到花蓮參訪，但因 「蘇拉」颱風在花蓮造成災情
而取消。

【本報訊】據《旺報》六日報道：兩岸經濟交流密切，《旺
報》民意調查發現，67%的受訪者認為大陸對台灣經濟未來發展
有重要影響，13%的民眾覺得大陸無足輕重，19%的民眾表示難
以判斷。與去年相較，覺得大陸重要者下降3%，認為不重要者
略增1%。就趨勢來看，民眾對大陸重要性的感受並沒有太大變
化，去年有64%的人認為大陸有關鍵角色，目前是63%，相對地
，去年有10%覺得不重要，略增至12%。

調查還發現，44%的受訪者覺得台灣經濟太過依賴大陸。
35%的民眾認為台灣在兩岸經濟上，仍能維持平等自主的地位，
20%的人未表示意見。

對大陸官民好感度漸增
此外，調查發現，對大陸政府與人民的好感度則有所增加。

趨勢調查發現，目前有17%的人對大陸政府有好印象，比去年上
升4%，而對大陸人民有好感的比例，也由去年的27%，上升至
目前的32%，增加5%。

民眾雖然對大陸的政府與人民好感增加，但總體來看，對大
陸政府的形象仍有保留。調查發現，17%的受訪者對大陸政府有
好感，但是62%的民眾對大陸政府並沒有正面評價。與去年比較
，沒有好感的比例，維持在62%不變，但好感度則由13%揚升到
17%。

反觀台灣民眾對大陸人民的好感度則較大陸政府佳。調查發
現，32%的民眾表示對大陸民眾有好感，沒有好感的比例為46%
。與去年相較，有好感者，由27%增加至32%，而沒好感者，由
47%減少至46%，變化不大。

台灣開放大陸民眾來台觀光行之有年，但民眾對大陸觀光客
的評價仍舊平平。調查發現，21%的受訪者表示對大陸觀光客抱
持好感，57%的民眾表示沒有好感。與去年比較，好感度維持在
21%，但沒有好感的比例上升了4%。

近7成人反對陸資買房
兩岸交流固然密切，但是台灣民眾仍有心牆，對陸生及陸資

來台存有疑慮。調查發現，有45%的人認為政府應對陸生赴台就
學採取更嚴格的辦法，31%的人覺得要以開放的態度歡迎陸生；
68%的人不贊成大陸人士來台買房，以免房價炒高，庶民受罪，
但也有12%的人覺得開放陸資來台買房，有助活絡經濟，帶動成
長；48%的人認為政府對大陸企業來台投資的辦法應該更嚴格，
但也有32%的人覺得應以大開大闔的心態引進陸資投資台灣，認
同維持現狀者則有2%。

逾9成人無需人幣戶口
由於台灣即將開放銀行存放人民幣，調查發現，目前僅有

7%的人有人民幣理財的需求，93%的人表示暫時沒有這種需要。

島內《旺報》的民意調查顯示，台灣民眾有
63%的受訪者認知大陸對台灣發展具重要性，也有
67%的人知道大陸的變化會影響台灣經濟發展。此
外，有44%的人認為台灣經濟太過依賴大陸，覺得
能維持平等自主者佔35%。

【本報訊】兩岸交流看似密切，但台灣民眾
對大陸還是一知半解。根據《旺報》委託旺旺中
時民調中心最新調查發現，僅有27%的受訪者表
示自己了解大陸，比去年的調查下滑 2%；表示
不了解者，則由去年的71%變成目前的73%，增
加 2%，顯示台灣民眾並未因兩岸交流的熱絡，
而對大陸更加了解。

調查發現，46%受訪者表示自己需要了解大
陸，不過也有48%的民眾，認為並不需要了解大
陸。

台灣民眾認為需要了解大陸的，主要是哪些
方面呢？調查發現，68%的受訪者最想了解經濟
層面的訊息，如經濟政策與成長率等，排名第一
。30%的民眾最想知道大陸的政治發展狀況，名
列第二。16%的人關心兩岸文化及其差異，排名
第三。其他如教育、社會百態，也受到一成左右

的關注度。
台灣民眾去大陸的比例仍維持在45%。調查

發現，有14%的人去過一次，13%的受訪者去過
大陸五次以上，1%的人去過五次，3%的民眾已去
過四次，6%的人去過三次，7%的人去過兩次。

調查顯示台灣民眾到大陸的經驗呈現 「兩頭
大中間小」的格局，即有超過一成的人只去過一
次或者常常去（五次以上），後者應以台商或台
幹居多，至於只去過二到四次的比例則較低。而
至今完全沒有去過大陸者，仍然超過半數，比例
為55%，與去年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民眾未來有計劃要去大
陸的比例呈現下滑。調查發現，38%的受訪者表
示未來有打算去大陸，58%的民眾則表示並沒有
規劃去大陸。與去年相較，有規劃去大陸的人下
滑6%，沒有這個打算者上升了7%。

55%人未去過大陸 73%不了解對岸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隨台灣社會風氣
逐漸開放，許多傳統觀念也開始出現轉變， 「性觀念」
也從 「不能說的秘密」變成台面上的話題。據一份網上
民調顯示，超過82%的受訪民眾可以接受婚前性行為，
只要雙方情投意合，就可發生親密關係；近60%民眾表
示可以接受 「先有後婚」，對有了愛的結晶之後再補辦
婚禮視為平常。

台灣波仕特線上市調公司針對 「婚前性行為」進行
的市場調查結果顯示，有17.5%表示 「非常能接受」，
65.1%表示 「能接受」，合計高達 82.6%都能夠接受婚
前性行為； 「不能接受」有11.9%， 「非常不能接受」
僅有 5.5%。進一步從性別分析，男性能夠接受婚前性
行為的比例達 86.6%，女性為 79.2%；主要是婚前性行
為發生後，女性要承擔可能會懷孕的風險，造成許多後
續問題，因此顧忌會比男性來得高。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因受颱風、豪雨等
天候影響，7月台灣蔬果價格持續飆高，加上衛生紙、
牙膏等民生物資價格也大幅上漲，據台灣主計處最新公
布，7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漲2.46%，創下2008
年10月以來單月新高。

綜合統計處指出，7月物價上漲主要是受到6月豪
雨災情後續影響以及颱風對物價影響，蔬果價格大幅上
揚，其中，蔬菜價格漲了 32.77%、水果漲了 19.90%，
整體食物類價格上漲 6.27%。影響所及，7 月家外食物
（即外食費）也較去年同月上漲了2.54%，也來到3年
多來的高點。至於其他民生商品包括衛生紙、牙膏等民
生用品，7 月漲幅也高達 6.05%，遠遠高於總指數的漲
幅2.46%。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六日消息：由頂新公益基
金會與清華大學合作的 「2012 清華─頂新兩岸領袖
生交流計劃」6日在北京清華大學校園正式啟動，來自
兩岸14所高校的33名大學生幹部將進行為期16天的交
流，足跡遍及兩岸多個城市。據了解，參加本次交流活
動的大學生都是校內學生會主席、副主席或社團骨幹，
分別來自台灣師範大學、新竹清華大學、政治大學、新
竹交通大學等7所台灣高校，以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
、復旦大學、西安交大等7所大陸高校。

台82%人接受婚前性行為

台7月物價指數漲幅創新高

兩岸領袖生在京交流互動

重視兩岸經合
▲兩岸簽署ECFA、開放赴台遊後，不僅使
兩岸經貿關係更為密切，還為島內民眾帶來
商機

對大陸官員改觀
▲近年常有大陸省市領導人訪台，使島內民
眾親眼目睹大陸官員的言行舉止，從而改變
了以往對大陸政府及官員的刻板印象

對陸資有戒心 反對陸客買房
▲台當局對陸資入島已設下種種限制，但島
內仍有48%人認為應對陸資更嚴格

▲島內68%的人不贊成大陸人士來台買房，
以免炒高房價，庶民受罪

◀洪財隆（圖）
學者出身，政
治味不濃，是
受到民進黨主
席蘇貞昌青睞
的主要原因

聯合報

▲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右）與海基會副董事
長高孔廉6日召開記者會說明 「陳江會」 日程

中新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六日報道：台灣地區大學考試
入學6日上午放榜，今年共錄取5萬9000多人，錄取率
88%，創近8年最低紀錄；未足額錄取的校系有10校23
系，總計 59 個缺額，比往年減少，各校系錄取分數也
普遍提高，可能是指考試取消倒扣分數，整體水平提升
有關。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分發組主任郭煌表示
，今年有6萬7834人完成網路登記志願，共有5萬9696
人錄取，錄取率為88%，創8年來最低紀錄，可能是甄
選入學擴大，指定科目考試報考人數降低，各校系縮減
招生名額，因此錄取率比往年降低。

台高校錄取率8年來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