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柏村曾欲出兵釣魚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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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黨台北市議員王鴻薇和國民黨市議
員李新，19日在台北市市政總質詢時，均
鎖定釣魚島問題詢問台北市長郝龍斌。李
新甚至大爆內幕，說郝龍斌的父親郝柏村
在1990年就已經決定派兵拿下釣魚島，
「但認賊作父的李登輝不簽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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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董事
長 江 丙 坤 日 前
「閃電」辭職，

震驚島內政壇。
雖說 「天下無不
散之筵席」，但

近年兩岸關係從破冰回暖到艷陽高照，
江丙坤都是重要推手，如今掛冠求去，
兩岸各界無不感到惋惜。

對於請辭的原因，江丙坤的解釋是
，因年齡、體力問題，而且兩岸兩會已
完成 8 次會談，簽署了 18 項協議，完成
了階段性任務。誠然，4年前江丙坤接掌
海基會時已將近 76 歲高齡。在這樣的年
紀或更早的時候，很多人都會選擇退休
，頤養天年，但江丙坤卻毅然接下重任
，還訂下兩大目標：一是開創兩岸和平
繁榮的新局；二是為海基會找個永久的
家。毋庸置疑，現在這兩大目標已圓滿
完成，江丙坤可謂功成身退。加之兩岸
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正逐步邁向 「深化
區」，這對將到耄耋之年的江丙坤的體
力和健康都是一大挑戰。他自 1954 年在
政府部門工作至今已有 58 個年頭了，人
生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奉獻給了台灣
社會和兩岸事務，但歲月不饒人，縱有
繼續工作之心，卻苦無鋼鐵般的身體，
因此，儘管兩岸各界對江丙坤的離去依
依不捨，但還是表示理解和祝福。

江丙坤作出辭職的重大決定，心中
雖經歷一番掙扎和煎熬，但在宣布一刻
表現坦然鎮定，因為多年來他為打開兩
岸新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交出了
一份備受各界肯定的成績表，為自己的
公務員生涯畫上了圓滿的句號，無悔、
無怨、無憾。雖然他也深知接下來兩岸
還要就多項重要議題進行協商，但亦正

如其所言 「江山代有才人出，成功不必在我」，這
種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懷和激流勇退的政治智慧讓人
敬佩。

江丙坤出生於台灣南投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
在父親的影響下，從小就養成了刻苦努力、認真負責
的性格，大學畢業後投身政府，工作嚴緊周密、事必
躬親，獲得了 「拚命三郎」的美譽。由此便不難理解
，他年過七旬時還願意當改善兩岸關係的拓荒牛。海
基會處於台灣方面兩岸事務的第一線，所處理的都是
實務性工作。過去4年江丙坤不僅接待了650個大陸各
省市的參訪團，還要經常奔波於兩岸之間，為大陸台
商排憂解難，猶如 「空中飛人」。

俗話說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2008 年 5 月國民
黨重新上台時，兩岸關係已停滯了近10年，正是 「百
廢待興」，但如今二百多萬人次陸客赴台觀光，為島
內帶來近二千億新台幣的商機；ECFA逐步打破兩岸關
稅壁壘，為兩岸建立共同市場打下堅實基礎；兩岸不
斷增加直航航班，使兩岸民眾往來更加方便。近年兩
岸發生的每一重要事件，幾乎都有海基會和江丙坤
的身影。

江丙坤耕耘兩岸事務多年，積累了寶貴的
經驗和豐沛的人脈，雖然已辭去海基會董事
長，但願日後還有機會繼續為促進兩岸交
流出謀劃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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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二十日消息：台北議員
王鴻薇不但邀請台北市長郝龍斌參加 「中華民國」團
結自強協會，在 9 月 23 日舉辦的 「保釣大遊行」，
還要求郝龍斌表態，對釣魚島問題說明立場。郝龍斌
則呼籲民眾團結一致，捍衛領土和主權；但是否參加
遊行，還在審慎評估。

郝龍斌還說， 「遺憾的是看到島內有些政治人物
還要消費釣魚島，提出一些做不到的事情，還消遣
『中央政府』，這是不對的」。他強調，政府掌握最

完整的資訊，做出最有效的措施，政治人物不該採取
看笑話的態度，來看待政府的保釣措施。

1990年已制訂出兵計劃
稍後上台的李新則大爆內幕， 「您的父親郝伯伯

在 『民國』79 年（1990 年）已經計劃派兵拿下釣魚
島，代號叫 『漢江演習』，直升機都準備飛出去了！
」李新說： 「郝伯伯這條錚錚鐵骨的漢子，卻碰上認
賊作父的李登輝反對此事！」郝龍斌並未答覆此一
「內幕」。

另據台灣醒報近日報道，面對日益升溫的釣魚島
問題，馬英九 19 日兼程趕往空軍戰管第六雷達中隊

、海軍三芝雷達站，全程監控、了解釣魚島周邊情勢
發展。馬英九說，已掌控到日本保安廳艦艇、飛機，
以及大陸漁政船、海監船艦動態，並派出海巡六號前
往護漁。目前已部署海巡署站在第一線護漁，保護我
漁民漁船安全作業，而國軍部隊則為其後盾，站在第
二線整備戰力。

「國防部」也透過軍事發言人室強調，軍方已加

強釣魚島周邊海、空域監控，充分掌握情勢發展。
馬英九並引據歷史指出，康熙23年，即1684年

，釣魚島就是以台灣附屬島嶼，跟隨台灣納入清朝版
圖。1895 年日本強佔釣魚島，等於是竊佔，我不承
認。然而現今，我們願意擱置爭議，以和平為前提，
與大家共享資源。不過，資源可以共享，領土主權絕
不容侵犯。

李登輝認賊作父不簽字

台保釣聯盟籲民眾周日遊行
【本報訊】據中評社台北二十日消息：台灣民間

團體 「人人保釣大聯盟」20 日在媒體刊登大幅廣告
，發起923保釣大遊行邀請信，號召9月23日下午全
民上街遊行，共同關心釣魚島議題。信中強調，日軍
國主義想重溫對外擴張侵略舊夢，釣魚島與台灣唇亡
齒寒，人民必須站出來展現全民抗議怒潮與保釣決心。

「人人保釣大聯盟」召集人林孝信表示，日本不
顧我們政府一再抗議，悍然將釣魚島列嶼 「國有化」
；人民必須站出來發聲，展現全民抗議怒潮與保釣決
心。

邀請信上說，一旦釣魚島被日本軍國主義霸佔成
功，台灣漁民不但失去資源豐富的漁場，數以兆計的
海底礦產被竊佔；而且釣魚島距離台灣僅 120 海里
，日軍艦隨時可駛入台灣大門，屆時台灣將無安全

可言。
邀請信上指出日本軍國主義之野心，從過去的噍

吧年、霧社事件，到 40 年前的琉球。若釣魚島被侵
佔，下個目標就是台灣！亞洲將再度陷入災難。我們
已經別無選擇，必須大聲向日本表達抗議、向全世界
說出心聲。

漁民料月底赴釣島維權
宜蘭蘇澳區漁會 20 日說，捍衛釣魚島漁權活動

，最慢9月底成行，屆時將集結至少50艘漁船繞行釣
魚島，向日本抗議。

蘇澳區漁會理事長陳春生上午表示，日本將釣魚
島列嶼收歸 「國有」，為了捍衛釣魚島列嶼周圍的漁
權，南方澳漁民日前發起 「釣魚島維護漁權籌備委員

會」，由他擔任主委。
陳春生說，2006 年 12 月底馬耳他籍貨輪吉尼號

曾在蘇澳岸邊擱淺、造成海洋污染，當時船東曾賠償
新台幣 1500 萬元給漁會，成立基金。10 名 「釣魚島
維護漁權籌備委員會」委員於上午開會決議通過，並
經過 「吉尼號貨輪擱淺補償金管理委員會」同意之下
，暫時提撥基金中的140萬元，作為漁民保釣行動的
油資補助金。

他表示，這次漁民保釣行動初估至少需要500萬
元的油資補助金，每名 「釣魚島維護漁權籌備委員會
」委員之後還要分別向外界募款。由於 10 月開始是
漁民最忙的漁汛期，保釣行動最慢9月底要行動，除
蘇澳區漁船外，台灣北部其他縣市的漁船也已表態共
襄盛舉，現在的目標希望屆時能集結上百艘漁船，前
往釣魚島附近海域。

陳春生說，屆時漁民保釣行動時，參與的漁船至
少會在釣魚島外海 12 浬周邊繞島，不排除趁機突破
日本巡邏艇的防線，登島向日本表達不滿。

斥百億改造基隆高雄港口

台打造兩岸郵輪經濟圈

歐美量寬催生兩岸共同市場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日報道：近日完成團
隊 「大換血」的台灣行政部門首長陳冲，繼續留任
推動 「拚經濟」，他 19 日拍板投入 109 億（新台幣
，下同），改造基隆、高雄兩大港口，勢爭兩岸新
興的郵輪旅遊新市場及附加商機。分析認為，郵輪
穿梭城際旅遊已成為未來旅遊的新趨勢，大陸及香
港，還有日、韓、新加坡等地都積極組建郵輪圈，
此番台灣亦來 「分一杯羹」，料未來將和香港、廈
門、上海等華南城市組成新的航線，打造出具 「台
海特色」的兩岸郵輪經濟圈。

陳冲在19日晚間的記者會上表示，109億元港務
基金將使基隆、高雄兩大工業港 「改頭換面」，他
指該計劃不僅是交通，也與爭取觀光客有關，更涉
及都市風貌更新，盼能融入基隆、高雄兩地實情，
結合開發港口城市的新面貌，使基隆、高雄兩市從
工業城市過渡到服務性的旅遊城市。

台灣交通部門負責人毛治國表示，政府投入 40

多億的高雄港料可於 2015 年率先落成，而基隆亦將
於2017年加入。

台灣港務公司董事長蕭丁訓表示，將在 2015 年
落成的高雄港將成為全台首個郵輪經濟區，目前市
政府正與美國美高梅、皇家加勒比郵輪等財團接洽
，合作開發佔地36 公頃的1 至22 號碼頭，總投資額
逾300億元，落成後將提供七星級帆船酒店、一般旅
館、國際商務中心、海洋主題樂園、遊艇俱樂部、
免稅購物中心、水上餐廳等等旅遊設施。

據了解，大陸方面亦有意與台灣聯手共創 「兩
岸郵輪旅遊圈」，大陸交通運輸協會郵輪遊艇分會
副會長鄭煒航，月初在天津市一個旅遊論壇上建議
，兩岸當局應鼓勵成立 「海峽郵輪旅遊圈」，讓兩
岸三地資本聯合組建郵輪公司或郵輪船隊，常態化
經營兩岸郵輪旅遊航線、南北郵輪旅遊航線；明確
郵輪發展定位、目標、港口布局的政策等，建立政
府層面的統籌協調體系和規範的市場體系。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二十日消息：海基會
董事長江丙坤20日表示，相信內定海基會董事長林
中森會很快勝任新職。江丙坤說，海基會的協商工
作主要是各部會在進行，董事長主要負責簽署協議
、接待外賓及說明兩岸政策，對林中森來說，並不

是太難的工作。

江丙坤相信林中森能勝任
江丙坤指出，未來兩岸經濟框架協議（ECFA）

的後續協議仍是重點，也會愈來愈艱難，希望協商
工作能在各部會順利推動。他也呼籲台灣公務員應
多加強行政效率，為台商創造更便利的投資環境。
他舉例，大陸一些地方官員甚至會派專員到台商工
廠 「駐點」，以求迅速為台商解決投資相關問題，
這點值得台灣效法。

江丙坤認為，公務員應把台商當作是 「衣食父
母」，唯有增加台商投資機會、放寬限制，政府才
有稅收，才能帶動台灣經濟整體發展。

在野黨盼「內閣」拚經濟
對於馬政府近日的人事異動，國民黨團認為人

事調動適切， 「內閣」已就戰鬥位置。在野黨團質
疑改組只是 「大風吹」，應撤換財經閣員。

國民黨團書記長吳育昇表示，這波人事改組安
排適當，不管是王郁琦、金溥聰、或將接國民黨秘
書長的現任 「總統府秘書長」曾永權，他們的資歷
、專業都能輔助馬英九推動兩岸、 「外交事務」和
黨務。

民進黨、台聯黨 「立法院」黨團都認為， 「內

閣」改組名單是 「馬家軍」傾巢而出；親民黨團也
說，民眾希望拚經濟，但政府此波改組，沒有回應
民意。

曾經擔任過陸委會主委與駐美代表的吳釗燮，
上午接受媒體詢問時表示，對於這樣的 「外交」與
兩岸人事安排 「很訝異」。他說，駐美代表需要處
理相當龐雜的事務，必須與美國的行政部門、國會
、僑界溝通，駐美代表需要很圓融，金溥聰以前從
來沒有這樣的特質，處理問題將非常困難。

在兩岸人事布局上，吳釗燮說，目前兩岸事務
都擺上資淺的人，不僅這些人對兩岸議題陌生，相
關人士也對這些人很陌生。

媒體質疑接任者欠經驗
《中國時報》社論指出，本月十九日是馬英九

政府一個新的里程碑， 「國安」團隊做了大幅度的
調整，令人耳目一新；然而，這次人事調整以向外
開展為主軸，但人民最關切的畢竟還是攸關民生的
議題，對此，馬政府也應有積極的思維與布局。

《聯合晚報》社論則說，林中森和王郁琦分掌
海陸兩會，其視野、背景及影響力都可能造成兩會
層級的實質降等。這兩人在台灣的知名度不算高，
在官僚生涯上也未見什麼具體的貢獻，由他們代表
台灣，能談什麼層級的兩岸協商議題？

【本報訊】據新華社南京二十日消息：針對歐美日發達
經濟體紛紛加碼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此間參加海峽兩岸企業
家紫金山峰會的多位分析人士表示，在世界經濟結構面臨轉
變與調整、經濟增長普遍放緩的大環境下，兩岸經貿合作正
面臨新的整合機遇與挑戰。兩岸企業界應藉由兩岸經濟合作
框架協議（ECFA），雙向投資、布局兩岸，抱團加速經濟
整合，推動實現兩岸經濟強勁、穩定和可持續增長。

19日，日本央行宣布10萬億日圓的量化寬鬆政策。這
是繼歐元區 「直接貨幣交易」救市計劃和美聯儲新一輪量化
寬鬆政策（QE3）後，世界又一主要經濟體釋出流動性。日
本央行 「緊跟」的同時，英國央行、印度央行、澳洲央行在
內的多家央行均透露了將進一步寬鬆的貨幣政策傾向。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曾培炎說，短期看來，這
些救市計劃帶來市場積極反應，提升投資者信心；但長期來
看這些 「變相印鈔」做法能否解決債務和避免通脹之間的平
衡、緩解債務危機國困境、緩解高失業率問題，政策效果有
待觀察。

「對台灣而言，其實形勢遠比QE1、QE2還嚴峻。」台
灣《中國時報》載文分析說，阻止熱錢的流入是當務之急，
但在目前出口表現不佳之下，新台幣相對升值只會讓經濟
雪上加霜，而大宗原物料的價格上漲則只是時間早晚的問
題。

台灣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認為，兩岸合作的很多項目
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競爭力。 「所以儘管利潤收縮
是一個 『坎』，但這個 『坎』並不致命。」他說。

大陸目前是台灣最大貿易夥伴、最大的順差來源、最大
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兩岸經合會台灣方面首席代表
卓士昭認為，這表明雖然全球經濟有諸多隱憂，但兩岸經貿
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時期，壓力不失為兩岸企業加速抱團合
作動力。

【本報記者賀鵬飛淮安二十日電】以 「產業合作與文化
融合」為主題的第七屆台商論壇 20 日在江蘇淮安舉行，與
會代表呼籲在更高層次和水平上推進兩岸經濟共榮共生以及
文化互通融合，為加強兩岸合作注入新的動力。

作為 2012 海峽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的配套活動，
第七屆台商論壇吸引了兩岸政商學界共 1200 餘名代表參
加。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指出，在當前國際
和地區經濟形勢發展多變的情況下，台資企業發展既存在各
種挑戰也面臨新的機遇，舉辦本屆台商論壇有利於充分了解
台商需求，實現可持續發展。

淮安台商論壇聚焦產業合作

台金管會推出「一卡兩岸通」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日報道：在兩岸已正式簽署

「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MOU），同意建立兩岸貨幣清
算機制後，台灣金管會 19 日宣布，最快 11 月 1 日起，島內
外匯指定銀行（DBU）將全面啟動人民幣業務。

屆時民眾可以在銀行與郵局存、提人民幣，每天上限兩
萬元人民幣；至於匯款到大陸地區，同名帳戶每天上限則為
8萬人民幣。

金管會還將推動 「一卡兩岸通」政策。桂先農說，最快
今年底前，台灣銀行業發行的金融卡，就可以在大陸 37 萬
台自動櫃員機提款，或在大陸近400萬家銀聯特約商店中刷
卡消費。

▲今年6月一艘豪華郵輪搭載遊客進高雄港，暢
遊高雄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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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接任海基會董事長的國民黨秘書長林中森
（圖）20日說，等到董事會確定人事後，他再對
外說明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