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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海協會會長陳雲林27日表
示，兩岸對於服務貿易談判很積極， 「雙
方很多的前期談判準備工作都很順利。」
他又重申，在當前國際經濟大環境及兩岸
特殊狀況下，簽署服務貿易協議對兩岸都
有利，大陸方面對此高度重視。

據中央社二十七日消息︰陳雲林和前海峽交流
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今天上午在浙江嘉興市出席
台商轉型升級促進交流會暨台昇國際廣場奠基典禮
。國台辦主任王毅則寫了賀辭，鼓勵台商在大陸開
拓事業，表示支持台資企業發展。

陳雲林指出，兩岸兩會第 9 次會談時間還沒確
定，雙方正在加緊會談準備， 「準備工作如果搞成
了，或者是大家都認為比較接近雙方的意見完成一
致的話，那可能提早一點；也可能因為有些工作、
準備需要一點時間，可能拖一點」。

他強調，總體而言，雙方持積極態度，前期談
判工作順利， 「但不等於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陳雲林表示，在目前國際經濟大環境及兩岸特
殊狀況下，簽署服務貿易協議對兩岸有互利雙贏優
勢，應大力發展，是兩會推動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
議（ECFA）後續商談相當重要的內容，大陸方面高
度重視。

台商轉型升級是必然要求
陳雲林說，台商轉型升級是 「當前世界經濟環境

下的一個必然要求」，如果不在這方面付出努力、提
高品質，未來兩岸企業家都會遇到很多困難，盼台商
「走出一條路子」、可以成功。他又說， 「台昇」這

個名字取得好；代表台灣企業升級，盼替大陸台商企
業的轉型升級做出一個榜樣。

出席同一活動的前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亦表示，
台商到大陸已經有 20 年之久，大部分從事加工外銷

，以製造業起家，但美國金融海嘯以及當前的歐債危
機，在在衝擊台商競爭力，加上大陸經濟成長快速，
工資上漲、勞力短缺、幣值升值，對大多數加工外銷
廠商造成競爭力影響， 「台商必須從創業開始，就積
極思考轉型升級」。

談到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近日的訪陸行程，江丙
坤認為，林中森 「可以說是盡了他最大的努力」、
「這應該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打造現代服務業示範基地
「台昇國際廣場」由台商投資籌建，定位為台商

現代服務業示範基地。未來將建五星級酒店、生態公
園、購物中心，打造集文化休閒、城市精品公寓於一
體的多功能、現代化的都會生活空間，其中包含長三
角首座台灣特色精品街。全國台灣同胞投資企業聯誼
會會長、台昇國際集團董事長郭山輝致表示，之所以
選擇落戶嘉興，是因為台商前往杭州、上海開發成本
太高，嘉興正好有發展機會，台商在土地、政府政策
方面都獲支持，且享優越地理位置。據介紹， 「台昇
國際廣場」總投資額約人民幣 55 億元，預估在 6 年
內，分3期建成。

【本報訊】綜合中評社、中央社二十七日報道︰高
雄杉林區火山橋今天正式啟用。這條耗資5.4億新台幣的
橋樑，經費來自大陸對09莫拉克風災的災後重建捐款。
在啟用儀式上，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形容這是兩岸 「親
情、希望之橋」；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則認為火山橋象
徵「交融」，是兩岸關懷、相依相存。

出席27日火山橋啟用儀式的除了鄭立中和林中森外
，還包括台灣媽祖聯誼會榮譽會長顏清標、會長鄭銘坤
、 「行政院」政務委員楊秋興、高市副市長劉世芳等人
。鄭立中致辭時強調，重建火山橋，患難見真情，大陸
同胞捐款投入台灣災後重建重要工程，是在弘揚兩岸人
溺己溺兄弟般的精神，同時也表達了對台灣南部民眾關
懷之意。 「再大風雨也不能阻止同胞骨肉的深情與交往
，這是親情之橋，也是兩岸和平發展的希望之橋。」

鄭立中又動情地表示，看到在杉林區山區裡的火山
橋，能提供當地民眾生活上的便利，內心非常感動。

兩岸在「辦喜事」
林中森則表示，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台灣民眾捐

助十幾億元，2009年莫拉克颱風，對岸民眾也捐給台灣
差不多額度的捐款，火山橋通車是兩岸在辦喜事，象徵
「交融」相依相存、優勢互補、相互提升，期許兩岸關

係對等、尊嚴、互惠，互利雙贏。他透露，莫拉克風災
後，前後經手約17億元由台灣媽祖聯誼會代轉的大陸捐
款，高雄市將捐款移做溪洲大橋、甲仙國小和六龜高中
修繕等。

據了解，火山橋的造型設計，是以廟宇屋脊與媽祖
霞冠為設計理念。而橋上的路燈，也以千里眼與順風耳
造型為意象。

09年，莫拉克風災重創高雄市山區，有數十條道路
和橋樑損毀，重建工程至今還在進行。火山橋是國台辦
與海協會共同籌措經費，透過台灣媽祖聯誼協會捐款給
莫拉克災區，部分善款用於在杉林區建火山橋，新橋於
27日通車。火山橋2011年11月動工，橋長280公尺，兩
端引道工程總長 420 公尺。造型設計以廟宇屋頂屋脊及
媽祖霞冠為設計理念，橋的兩側還有千里眼和順風耳的
造型路燈，通車後方便甲仙、杉林區的交通，並為杉林
區新的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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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台灣媒體報道︰ 「行政院」副院
長江宜樺 27 日證實，將於下周辦理恢復國民黨黨籍
的程序。儘管江宜樺解釋是出於 「落實政黨政治運作
，強化黨政平台溝通合作」的考量，但外界揣測與新
一屆台北市長選舉有關，藍營台北市長選舉卡位戰已
然提前開打。

國民黨發言人殷瑋亦證實，江宜樺在學生時代入
黨，目前是失聯黨員，近期已向黨中央表達恢復黨籍
意願。

儘管距離 2014 年縣市長還有一段時間，被視為
國民黨台北市長大熱、前中常委連勝文近期頻走基層
，如今再加上另一被認為可能人選的江宜樺決定加入
國民黨，讓外界嗅到一股選戰煙硝味。

江宜樺 27 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 「行政院副
院長」負有決策責任，以及對黨部、 「立法院」溝通
的責任重大，所以他2月6日接任 「行政院副院長」

時，曾對外表示會認真嚴肅思考入黨問題。
他說，上任之後到7月，接連碰到美牛議題、油

電雙漲、前 「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案等問題，沒有
時間、也不是處理入黨的適當時機；一直到 「立法院
」臨時會7月結束，他才有時間思考入黨問題。他又
透露，此前在馬英九宴請國民黨新任中常委的餐會上
，有資深黨員希望他趕快入黨，馬當時也向他說，
「大家都歡迎你」。

被問到怎麼看外界視他為馬英九屬意角逐下屆台
北市長的人選時，江宜樺強調這是沒有根據的說法，
因為馬英九曾說，國民黨對各種選舉有其制度，一切
按制度進行，不會有預定人選，目前也 「沒有參選規
劃或想法」。

藍營多人欲競逐台北市長
江宜樺有意恢復黨籍的消息傳出，連勝文自然成

為追訪對象。對此，他表示 「非常歡迎，肯定優秀政
務官返回國民黨是件好事」，至於江宜樺是否將參選
台北市長？連勝文說， 「只要他開心，他的長官開心
，沒什麼意見」。

對於外界指他近日頻頻跑基層，為未來參選 「熱
身」，連勝文則強調，並沒有長輩支持他參選，
自己也沒有在跑基層， 「除非大家把買菜當成跑
基層。」

除了江、連二人外，國民黨立委蔡正元近日亦動
作多多，被指有意角逐台北市長，包括在 「立法院」
發起聯署，要求取消立委多項沒有法律依據的津貼
。不過，他 27 日公開表態支持連勝文參選台北市
長。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則表示，國民黨要提名誰是
他們的家務事，但民進黨保證絕對會推出最好的候
選人。

台北市長選戰提早引爆

【本報訊】據中央社二十七消息︰國民黨主席馬英九
27 日表示，歐債危機仍持續中，美國經濟復蘇緩慢，台灣
距離復蘇的路途還遙遠，但會持續打拚，重振經濟。他上午
主持首場國民黨 「扎根專案」，與近200名來自台北市、基
隆市的黨代表閉門座談，相關部會首長也與會，與黨代表直
接面對面溝通。

立委蔡正元參加座談會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肯定這項座談
，他說，扎根專案是一個開端；國民黨中央委員連勝文也參
與這項座談會，他說，來聽聽大家的心聲， 「因為國民黨畢
竟不是用魔鏡做成的房子」，所以能夠讓黨代表來反映日常
生活中所接觸到的問題，絕對是好事。

兼任中常委的黨代表姚江臨也肯定扎根座談，他說，
「拚有感，最起碼從黨內的有感先來出發」，但希望不要虎

頭蛇尾，未來也能夠到中南部繼續舉辦。

「拚有感」 從黨內開始
國民黨會後發布新聞稿指出，馬英九表示，9月份出口

成長 7.4%，8 月開始工業和製造業生產指數皆由負轉正，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6日公布的最新景氣燈號進步

為黃藍燈，分數上升 7 分達 22 分， 「雖然一個月的數據也
不必過度解讀，但看起來情勢是有了一些轉變」。行政當局
會繼續拚經濟。

國民黨發布的新聞稿指出，黨代表出席踴躍，現場氣氛
熱烈，對當前國家情勢與黨務提出許多建言，包括油電雙漲
、十二年國教、兩岸議題等，馬英九則一一回應。

對於油電雙漲問題，馬英九說，政府朝着油、電價 「市
場化、制度化」的方向改革；希望理性務實看待油、電價
問題，未來避免政治力量決定，而是由經濟力量決定油、
電價。

十二年國教議題，由於民眾希望不要毀滅明星學校，馬
英九表示，目前明星學校的情況是 「眾星拱月」，政府推動
十二年國教是希望能增加優質學校，達到 「群星爭輝」目標
。他指示教育部持續並加強說明，避免造成誤解。

至於兩岸關係議題，馬英九重申未來3年多的3大重點
政策，包括 「擴大和深化兩岸交流」、 「兩岸兩會互設辦事
機構」及 「通盤檢討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本報訊】據新華社二十七日消息︰馬英九今日表示
，目前大陸配偶需要6年時間才能拿到 「身份證」，未來這
一時間將縮短至4年。

馬英九當天在出席 「新移民家庭楷模表揚活動」時說
，據統計，目前來台的 「外籍」配偶，包括大陸配偶，共
有 46.8 萬人，這些人不斷融入台灣社會，對社會作出了貢
獻。

據了解，隨着兩岸關係的不斷深入發展，兩岸婚姻數
量已達 32 萬多對，且正以每年逾 1 萬對的速度增長。其中
，在台灣 「定居」的大陸配偶約為10萬人。

根據台灣當局有關規定，大陸配偶可申請 「來台團聚
」，之後需經過4年的 「依親居留」期和2年的 「長期居留
」期，方可申請 「定居」，獲得 「身份證」。

另外，中央社報道，針對攸關大陸學生納入全民健康
保險案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國民
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林鴻池27日表示，他已和民進黨 「立
法院」黨團召集人柯建銘溝通，希望 11 月 2 日立法院院會
交付委員會審查。

【本報訊】據中央社二十七日消息︰前「行政院秘書長
」林益世涉貪，在交保後限制出境和住居，27日晚間和妻子
彭愛佳首度赴轄區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中崙派出所報到。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林益世以新台幣 5000 萬元交保，限
制出境及住居，因此每天晚上都必須到轄區的中崙派出所
報到。27日晚間7時多，交保後的第1天晚上林益世現身派
出所，下車時緊牽着妻子彭愛佳，離去時也體貼得讓彭愛
佳先上車。

面對蜂擁而上的媒體，包括被問到 「是否擔心檢方抗
告成功，恐將再度遭羈押」，但林益世全程不發一語，倒
是電視台記者出身的彭愛佳，不時提醒攝影記者小心跌倒
。林益世在向警方簽到後，隨即搭乘原車離去，在中崙所
停留時間不到5分鐘。調查林益世涉貪案的特偵組，不服台
北地方法院讓其交保，26 日晚提準抗告，北院將於稍後決
定是維持交保處分，還是重開羈押庭。北院經分案，由法
官葉力旗組合議庭，決定是否撤銷交保處分。

傾聽基層 爭取支持

馬英九與200黨代表座談

馬英九允陸偶4年取身份證

林益世首赴派出所報到

▲陳雲林（左）表示，兩岸就服務貿易協議的前期談判進展很順利。右為江丙坤 中央社

▶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
（前左二）、海基會董
事長林中森（前右二）
等嘉賓手牽手在火山橋
上行走。這道橋樑的興
建和通車，見證着兩岸
同胞在患難中互相幫
助 中央社

▲鄭立中認為，大橋象
徵着兩岸的親情與希望

新華社

▲江宜樺（前右二）申請恢復國民黨籍，意味着國民
黨台北市長選舉卡位戰提早開打 資料圖片

▲馬英九27日出席一個新移民家庭活動時表示，未來台
灣人大陸配偶拿到 「身份證」 的時間，將由現時6年縮
短到4年 中央社

江宜樺申請復國民黨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