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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南京
冠蓋雲集，兩岸
政界領袖以及逾
500 位知名企業
家和經濟專家齊
聚 「兩岸企業家

紫金山峰會」，規模創歷年之最。全國
政協主席賈慶林和國台辦主任王毅均出
席了開幕式，不僅體現了大陸方面對這
次活動的高度重視和關注，也大大提升
了紫金山峰會的層級。目前有兩岸經貿
文化論壇作為政黨交往平台、兩會商談
作為授權協商平台以及海峽論壇作為民
間交流平台。在兩岸經濟合作日益緊密
的形勢下，需要構建一個覆蓋兩岸經濟
界、聯接兩岸企業家的大型平台與機制
，紫金山峰會足可勝任這一重要角色。

2008 年首屆紫金山峰會誕生伊始，
只是一個由民間發起的企業家論壇，但
由於論壇緊貼世界經濟步伐和形勢，為
兩岸企業出謀劃策、解難釋疑，備受兩
岸企業界的歡迎和肯定。2008 年兩岸關
係破冰回暖，紫金山峰會即以 「兩岸經
貿合作與發展前景展望」為主題，為停
滯已久的兩岸經貿交流謀劃藍圖。2010
年當各國在尋找經濟復蘇的良方時，紫
金山峰會亦探討兩岸合作共贏之道。
2011 年是兩岸經濟合作框架早收清單實
施元年， 「ECFA時代兩岸經貿合作新布
局」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紫金山峰會的焦
點。

今年紫金山峰會的主題是 「世界經
濟調整中的兩岸企業合作——從 ECFA
到兩岸共同市場」。當下國際經濟環境
不容樂觀，歐債和美債問題雖然暫時沒

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但只要一天沒有解決，便如一
顆不定時炸彈，困擾着世界經濟活動，加之日本經濟
受 「311」地震重創後至今仍沒有實質性恢復，新興
經濟體經濟增速普遍放緩，全球未來經濟趨勢充滿了
不確定因素。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岸企業更應攜手合
作，共渡患難。目前兩岸經貿交流環境也為兩岸企業
合作提供了有利條件：ECFA 逐步消除兩岸關稅壁壘
，降低了兩岸產品的成本，有助於提高競爭力，隨着
後續貨品貿易協商的展開，將來兩岸會有更多的產品
享受關稅優惠；上月初兩會簽署了投資保障協議，不
僅為兩岸企業營造了良好的經商環境，也有助於促進
雙方企業相互投資；月底兩岸又簽署了貨幣清算合作
備忘錄，日後兩岸經貿來往可繞開美元，由自家貨幣
結算。

兩岸企業合作也是各自主觀需求使然。當前兩岸
都處於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努力實現由
代工模式走向創立品牌。兩岸企業雖然也是競爭對
手，但倘若能進行優勢互補，則一加一的效應
大於二，可把產業做大做強，甚至躋身國際名
牌行列。正如一些台商所說，那種單打
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兩岸是該抱團
出發了。

海基會江丙坤請辭獲准

陳雲林結束訪台 江丙坤不捨

台當局兩岸部門紛易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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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府院黨人事19日出現 「大風吹」 式的變動
，除海陸兩會易主外，外事、安全部門也換上新面
孔。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19日請辭，國民黨秘書長
林中森將接海基會。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將轉任台北
駐世貿代表，馬核心幕僚、 「國安會」 諮詢委員王
郁琦接掌陸委會。台灣輿論認為，這次人事變動，
將可更加貫徹馬英九的兩岸及外事政策。

職位 「總統府資政」
原任 海基會董事長

職位 海基會董事長
原任 國民黨秘書長

職位 陸委會主委
原任 「國安會諮詢委員」

職位 「外交部長」
原任 駐歐盟代表

職位 駐美代表
曾任 國民黨秘書長

職位 駐世貿代表
原任 陸委會主委

職位 「國安會秘書長」
原任 駐美代表

職位 「總統府秘書長」
原任 「外交部長」

職位 國民黨秘書長
原任 「總統府秘書長」

【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十九日電】 「海峽兩岸企業家紫
金山峰會」19日在南京舉行，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出席並宣
布峰會開幕。國台辦主任王毅在開幕式上致辭指出，兩岸企
業家作為社會的中堅力量，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也應當
承擔起攜手促進兩岸發展、共同振興民族經濟的重要責任。
他希望兩岸企業家不斷凝聚維護兩岸關係穩定的共識，持續
發出支持兩岸關係改善的聲音，並從全民族發展的高度，積
極整合兩岸資源、相互取長補短，聯手打造更多具有國際競
爭力的民族品牌，共同創建更多立足世界市場的民族企業，
不斷提升中華民族經濟在世界上的地位。

王毅說，產業合作是兩岸真正實現共同發展的關鍵，去
年兩岸雙方已經達成加強兩岸產業合作的共同意見，希望兩
岸企業家從實際操作的角度，積極為此出謀劃策，進一步明
確今後一段兩岸產業合作的主攻方向和重點領域。同時，促
進台資企業在大陸實現可持續發展，推動陸資更積極地進入
台灣，真正實現兩岸互利雙贏的目標。

連戰支持陸企赴台投資
連戰在致辭時表示，中國大陸雖然受到歐債風暴的衝擊

，但在內需穩定成長及宏觀調控得宜之下，今全年經濟成長
預估可以達到7.8%，還會繼續成為東亞地區經濟成長的主要

動能。而台灣的經濟成長則不是很樂觀，預計全年經濟成長
只有1.66%左右。他相信中國大陸穩健的經濟成長將有機會協
助兩岸的經濟共同渡過當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浪潮，並呼籲
兩岸同胞尤其是兩岸的企業家在此情況下更應該攜手並進，
繼續深化合作。他希望兩岸能夠盡速在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
以前完成 ECFA 後續協議協商，並實現大陸 「十二五」規劃
和台灣 「黃金十年」規劃的對接，促進兩岸產業持續不斷的
合作，繼續擴大陸資到台灣的投資，平衡兩岸投資的發展。

曾培炎蕭萬長任理事長
為進一步提高海峽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在兩岸經濟合

作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作用和影響，有利於推動峰會共
同倡議的實現，建議成立峰會理事會，推舉大陸方面的曾培
炎先生和台灣方面的蕭萬長先生擔任理事會的共同理事長。

企業家紫金山峰會南京舉行
王毅盼兩岸攜手打造民族品牌

峰會八項共同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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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振興中華民族經濟

共同應對國際經濟環境的挑戰

大力深化兩岸產業合作

強化科技創新和人才合作

積極推動兩岸雙向投資

重視中小企業在兩岸經濟合作中的作用

加強金融等現代服務業合作

優化兩岸企業合作的政策環境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九日報道：大陸海協
會會長陳雲林率的 「文化創意產業暨書畫藝術交
流團」，19 日上午結束 10 天 9 夜訪台行程，在金
門水頭碼頭搭乘新武夷號，透過小三通，返回廈
門。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金門縣長李沃士
、議長王再生及立委楊應雄等人專程到碼頭歡送
陳雲林。陳雲林與江丙坤擁抱，依依不捨。

盼兩岸文創產業加強合作
陳雲林在碼頭發表臨別感言，他首先感謝海

基會非常細緻周到的安排，在 10 天 9 夜的行程裡
讓兩岸的文化創意產業有非常充分的訪問、了解
、調查與座談，經過雙方互相交流切磋，大家一
致認為兩岸文創產業有優勢互補、非常好的合作
發展空間；同時透過文化創意產業以及文化產業
交流，兩岸可打造一片中華民族文化創意產業的
新天地。陳雲林強調，兩岸同胞沒有任何理由不

共同攜手，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的大好局面，尤其
看到在兩岸和平發展的大局面下，金門在兩岸經
濟發展，得到先行先試的經驗，希望不久的將來
金門鄉親能喝到廈門甚至福建的水。

陳雲林表示，這次兩岸著名的書法家、畫家
也舉行很多筆會、交了很多朋友，針對兩岸文化
深層交流交換看法，在台灣很多著名風景區也素
描寫生留下許多寶貴的創作素材，不久將來，這
些作品將在大陸出現，展現台灣大好河山。陳雲
林等人隨後登上客輪，不停揮手向大家告別。

陳雲林 9 月 10 日抵達台北，開始參訪活動。
交流團先後訪問了台北、新北、桃園、花蓮、台
中、屏東、高雄、澎湖和金門等地，並舉行了兩
岸文創產業合作發展座談會和兩岸書畫家筆會等
活動。交流團成員還參觀、考察了台灣多個文創
產業園區，與台灣業者就加強兩岸文創產業合作
進行了交流。

馬政府人事改組一覽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十九日報道：江丙坤在記者
會上宣布，他將在下周的海基會董監事會上請辭。預料海基會副
董事長高孔廉也同時辭職。海基會預定9月27日召開董監事會，
外界預期到時將通過新任董事長人選。

江丙坤在記者會上表示，因年齡、體力問題，完成兩會8次
會談，簽署18項協議，完成階段性任務，因此主動請辭。他表示
，早在今年 8 月兩岸兩會第 8 次協商（陳江 8 會）前就寫信給馬
英九表達請辭訊息，但為了兩岸協商才選擇在此時宣布。馬英九
雖認為他老當益壯，應該仍可適任，但在江丙坤再三要求，馬英
九同意辭呈。

對於辭職後的安排，他表示希望能多留些時間給家人。當前
全球經濟情勢險峻，台灣面臨很大挑戰，但 「惟江山代有才人出
，成功不必在我」，他相信兩岸和平的火炬及未來協商工作，將
能持續下去。

對於江丙坤董事長請辭的消息，正在南京參加 「海峽兩岸企
業家紫金山論壇」的台商也很關注，大陸全國台企聯副會長葉惠
德表示，這是兩岸關係和台商的損失。

江丙坤今年80歲，曾任經濟部次長、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
、 「立法院副院長」等職，2008年擔任海基會董事長到現在。自
2008年江丙坤出任海基會董事長以來，開啟兩岸制度化協商的新
局勢，兩岸兩會在江丙坤任內，一共簽署了18項協議，其中包括
重要的ECFA（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此外，這幾年江丙坤
也大力為台商奔走，替不少人解決經貿糾紛，在兩岸交流的歷史
中，台商認為，江丙坤是相當重要的關鍵人物。

林中森接掌海基會
黨政高層表示，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從2008年5月接任，任

期已逾4年。馬英九高度肯定江丙坤表現，雖勉予同意請辭，但
聘任為 「總統府資政」，希望江丙坤持續為兩岸和平與經濟發展
的交流效力。海基會董事長將由現任國民黨秘書長林中森接任。
林中森出身基層行政體系，擁有豐富文官歷練、對政府政策瞭若
指掌。擔任 「行政院秘書長」和國民黨秘書長期間，更展現其調
和鼎鼐的協調能力，表現深受肯定。

賴幸媛轉任駐世貿代表
在江丙坤請辭的同時，陸委會主委賴幸媛也將異動，將轉任

台灣駐WTO（世貿組織）代表，職缺則將由馬核心幕僚、 「國
安會」諮詢委員王郁琦接任。

王郁琦在2008年馬英九當選後至2010年3月1日任 「總統府
」發言人。他擁有台灣大學法律學士、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
頓分校法學碩士、博士等學位。

此外， 「總統府」方面晚間證實，台灣 「外交部長」楊進添
將轉任 「總統府秘書長」、遺缺由現任駐歐盟代表林永樂接任，
原 「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則轉任國民黨秘書長。現任 「國安會
秘書長」胡為真請辭，將聘為「總統府資政」；原駐美代表袁健生
將接任 「國安會秘書長」，遺缺由國民黨前秘書長金溥聰出任。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十九日消息： 「立法院副院長
」洪秀柱19日說，內定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是馬英九信任的人
才，了解馬英九思維，可貫徹馬英九的兩岸政策。

對於王郁琦接掌陸委會，洪秀柱表示，也許有人會質疑
王郁琦行政歷練不夠，但王郁琦擔任 「國安會諮詢委員」，
對兩岸、 「國防」系統都熟稔，更重要的是王郁琦是馬英九
信任的人。

國民黨立委林郁方說，王郁琦出任陸委會主委，除少年
老成、行事風格穩重外， 「他是馬信賴的人」，可以精準傳
達馬的兩岸政策，這是最重要的。

國民黨立委謝國樑表示，王郁琦年紀比較輕，一般人可
能有疑問，但王郁琦當過發言人，能清楚掌握馬的想法，他
也是 「國安會諮詢委員」，對兩岸、 「外交」、 「國防」事
務都不陌生。

掌陸委會 王郁琦深受馬信任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十九日消息：學者分析，林中
森雖非兩岸系統出身，但嫻熟黨政運作體系，有政治高度，
出任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可應對兩岸談判的改變。

國民黨 「國家發展研究院長」兼大陸事務部主任高輝指
出，林中森曾任 「行政院」及國民黨秘書長，具足夠政治高
度，對政府各部會、政黨的運作體系也相當嫻熟，能應對兩
岸談判的改變。

高輝說，現在的兩岸兩會商談已非已故海基會董事長辜
振甫 「羽扇綸巾」時代，需要具體、專業對接，也將更重視
相關單位主事者溝通、協調能力，熟悉黨政運作的林中森，
「會扮演非常具有功能性的角色」。

前陸委會副主委童振源則認為，與江丙坤等人相較，
「林中森分量似乎沒那麼重」，但由林中森出掌海基會，也

許未來海基會的功能性會與過去不一樣。

學者：林中森能應對兩岸協商

▲2012海峽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19日在南京舉行開幕式，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與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
攜手出席 新華社

▲陳雲林（左）與前來送行的江丙坤（右）擁抱，依
依不捨 中央社

江丙坤 林中森 王郁琦

林永樂 金溥聰 賴幸媛

袁健生 楊進添 曾永權

瀾瀾觀觀
隔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