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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屆廣交會今天結束，出口成交
及到會採購商均錄得雙降。出口成交326.8
億美元，比上屆下降9.3%；採購商總人數
比上屆減少10.26%。廣交會新聞發言人、
中國對外貿易中心副主任劉建軍今天據此
預料：全球經濟明年依然不明朗，中國外
貿今年實現保10%增長困難極大，在未來
相當長一段時間，外貿出口都將面臨嚴峻
的形勢。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四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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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張帆上海四日電】上海海洋大學今天與台灣
苗栗縣政府、台灣海洋大學簽署水產養殖研究與技術推廣交
流合作協議，建設 「海峽兩岸中華絨螯蟹及鱘龍魚水產養殖
研究與推廣中心」，促進兩岸水產養殖技術研究與交流。

據上海海洋大學黨委書記虞麗娟介紹，上海海洋大學和
苗栗縣去年簽署 「中華絨螯蟹養殖科技合作協議」，學校派
出五批專家持續駐台蹲點指導，確定四十餘家養殖戶為示範
戶，為其提供從苗種、配方到技術指導的全套服務。上海海
洋大學還設立了供台的大閘蟹蟹苗養殖基地，去年向台輸送
三十多萬隻大閘蟹扣蟹。今年九月，首批苗栗產大閘蟹在台
上市。

在今天的簽約儀式後，苗栗縣又與上海海洋大學簽署協
議採購百萬隻大閘蟹扣蟹，並繼續邀請專家赴台。

根據今天簽署的協議，建設中的研究中心將依託上海海
洋大學、台灣海洋大學的學科優勢和養殖技術，以苗栗縣海
水養殖和水產品加工為基地，加強和開展對苗栗大閘蟹養殖
的關鍵技術和特種海水品種養殖與加工等方面的合作研究。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四日消息：記者四日從國土資
源部獲悉，由中央地質勘查基金投資實施的內蒙古中部大營
地區鈾礦勘查取得重大突破，發現國內最大規模的可地浸砂
岩型鈾礦床。連同此前的勘查成果，該地區累計控制鈾資源
量躋身於世界級大礦行列。

據悉，中央地質勘查基金管理中心組織了四支勘查隊伍
、二十八台鑽機、五百餘名勘查技術和施工人員苦戰三百天
，一舉實現大營鈾礦勘查的快速重大突破。

「煤鈾兼探」找礦新思路實現了一礦變雙礦的創舉。中
央地質勘查基金在該地區既勘查評價了一處資源量達五百一
十億噸的超大型煤礦，又發現一處超大型鈾礦。不僅節省了
大量鈾礦前期找礦投資，同時也縮短了四至五年的鈾礦勘查
周期，預計開發利用後可取得顯著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本報訊】中通社
四日消息：國民黨立

委丁守中四日率先
表示將參選台北市
長，揭開了藍營台
北市長選戰的序幕
。已經連續四屆由

國民黨人士出任的台
北市長之位，到二○一
四年底將改選；由於現
任市長郝龍斌已任兩屆
、不能競選連任，藍營
內部不少人正摩拳擦掌

，爭取成為繼任人。雖然選舉要在兩年後才登場
，選戰火花已提前迸發。

目前國民黨內有意、或可能被規劃參選台北
市長的人選，包括台北市經發會副總召連勝文，
國民黨立委丁守中、蔡正元，以及台灣 「行政院
」副院長江宜樺。其中連勝文在藍營內部民調中
，是最有可能代表國民黨勝選的人選，但他對是
否參選保持低調，甚至在三日聲稱除了以政治權
謀為生的人，大部分民眾都不會關心誰要參選台
北市長，現在最重要的是把經濟搞好，否則，任
何人當選都只是「丐幫幫主」，這樣沒什麼意義。

連勝文「丐幫」說受批評
不過，連勝文迴避表態的說法，卻引來國民

黨高層的反擊。國民黨發言人殷瑋四日更公開批
評，連勝文的部分言論 「不甚得體」，可能誤導
外界，甚至造成親痛仇快的氛圍。他說，黨內相
信連勝文的發言是出於善意，希望國民黨更好；

但是 「丐幫幫主」的說法不甚得體，經過黨內討論，黨主席
馬英九也認為應該要說明清楚，以免引起基層與外界誤會。

在連勝文被 「當頭棒喝」的同時，丁守中則正式表態參
選台北市長。丁守中表示，自己從政的夢想就是改變台北的
都市風貌，他將以 「都市更新，城市美學，台北競爭力」作
為這次參選台北市長的首要競選主軸，回應台北市民訴求。

至於外傳也有意參選的蔡正元表示仍在考慮中，並說如
果連勝文出來競選，他願意支持。

而被傳是馬英九口袋人選的江宜樺，三日被問到申請恢
復國民黨籍是否打算參選台北市長時回應說，並無參選的規
劃。黨內人士指出，以江宜樺目前排名黨內民調墊底的支持
度，若要參選台北市長，恐怕困難重重。

台灣政壇預料，台北市長選舉這一仗，藍營的黨內之爭
，絕對會比綠營激烈。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四日消息： 「九二共識
」如今成為兩岸對話的基礎語言，當年提出 「九二共
識」的前陸委會主委蘇起（右圖）說， 「九二共識」
重要的是兩岸間的互信能否鞏固延續。

二○○○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時任陸委會主
委的蘇起在卸任前，於淡江大學四月二十八日舉辦的
國際研討會開幕致詞時提倡 「九二共識」，用以代稱
一九九二年台灣海基會和大陸海協會香港會談對如何
處理 「一個中國」問題達成的共識。

蘇起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現在（島內）
各方對 「九二共識」的爭論常集中在名詞問題， 「好
像它是電腦密碼，有它就進得去，沒它就進不去」。
不喜歡 「九二共識」的人否認 「九二共識」的存在，
或努力設想可以取代 「九二共識」的名詞，如此一來

，反而偏離關鍵的重點。
蘇起說， 「其實在我看來，名詞只是冰山的一角

，沒有它固然不行，但真正的關鍵從來就是兩岸雙方
的基本互信」。

兩岸經過數十年對立，一九九二年兩會商談之際
，雙方的共識相當模糊、彼此互換文件的形式相當非
傳統、雙方往來也多有隱晦。

但蘇起說，也是有那時台灣內部政治發展與兩岸
往來的條件，建立雙方基本互信，因此有足夠的政治
動力藉由 「創造性的模糊」打破當時的冰凍。

他直言，二○○八年兩岸恢復談判，雙方在四年
多的接觸中產生互信， 「九二共識」成為現階段兩岸
談判的基礎。

不過， 「與其辯論某個名詞的意義或什麼名詞較

好，不如探討如何建立或如何鞏固雙方的互信」，今
日的兩岸關係逐漸朝向穩定邁進，雙方保持互信是重
要的關鍵，但互信又是極為抽象的概念，不容易衡量
，又容易受到影響。

「舉凡人事布局、重要談話、黨內勢力的支持程
度、重大相關政策，以及其他微妙的言行都會對互信
造成影響」。

他指出，目前兩岸三黨間，國、民兩黨和解進度
雖慢，但已樂見有進展；國共過去六十年鬥多和少，
雙方互信的建立相當困難，破壞卻非常容易；民共之
間的互信要從無到有，更不容易，尤其需要費心。

「兩岸新局即將展開」，蘇起說，目前難得的互
信局面需要相關各方更加小心維護。

【本報訊】中通社四日消息：台灣保釣風潮持
續多年，但很少人知道，二十年前台軍曾研擬奪島
計劃，參與官兵甚至事先已經寫好遺書。一本描述
當年行動計劃的專書 「規復釣魚島」四日在台發表
，當年參與任務的連長關至德表示，如果今天他還
是軍人，他一定會再上釣魚島。

這一奪島計劃緣起於一九九○年，高雄市承辦
台灣區運動會，當時的高雄市長吳敦義打算把區運
聖火送往釣魚島，加上日方當時高姿態扣留進入釣

魚島海域的台灣漁船，保釣運動再度成為焦點。
台軍參謀本部因此計劃代號 「漢疆」的軍事行

動，由航特部派出精銳部隊四十五人，以直升機空
降的方式強行降落釣魚島，摧毀島上日方設施後再
撤回，以低強度軍事行動宣示釣魚島主權。空特部
步四營的官兵，在極機密的情況下獲選，隨即進行
密集的機降登島作戰訓練。受限於台軍直升機的航
程和載重，參與行動的人員只攜帶步槍、手榴彈等
個人裝備，連起碼的支援火力輕機槍都沒有；官兵

不但拔掉所有身份識別，連遺書都已經事先寫好，
作好 「有去無回」的心理準備。

四日出席新書發表會的當年突擊隊輔導長楊立
說，給家人的那份遺書由阿兵哥自己寫，制式的遺
書是 「我，某某某，基於保家衛國的軍人天職，我
執行漢疆演習任務，如果我不幸捐軀，我死得其所
，非常光榮，請家人不要為我擔心！」

對參加任務的官兵來說，這份榮譽感至今猶存
，帶隊連長關至德說，二十幾年來，只要看到 「釣
魚島」這幾個字， 「我們的血液都會沸騰，好像融
入我們的 DNA 一樣……如果我的身份還是軍人的
話，我一定還會再過去！」

只是， 「漢疆」計劃後來受到外在政治因素影
響，最後無疾而終。後來雖有部分報道及書籍提及
，但任務相關細節，至今仍然是個謎。

據廣交會公布的數據顯示，第112屆廣交會境外
採購商與會跌破 20 萬，僅錄得 189226 人，比 111、
110屆分別減少10.26%、10.05%。

本屆廣交會到會採購商減少，從歐美日等發達國
家向中國出口的新興市場蔓延，其中金磚四國除俄羅
斯因加入世貿利好刺激有 1.9%的輕微增幅外，均呈
現大幅下跌。

採購商到會數據顯示，歐美採購商均現溫和下跌
，其中歐洲採購商下跌0.45%，新興市場表現差強人
意，南美客商下降28.9%，南亞下降26%，中東下降
16%。

對新興市場出口下滑
由於受歐債危機、美國經濟復蘇乏力、中日關係

影響以及新興經濟體增長放緩等綜合影響，本屆廣交
會出口成交總額僅為326.8億美元，比上屆下降9.3%
，而在廣交會的211個出口國家和地區中，有133個
成交額下降，佔廣交會所有貿易夥伴的63.3%。

從出口區域看，本屆廣交會對歐美等傳統市場降
幅明顯，其中對歐盟、美國成交分別下降 10.5%、
9.4%。而一直被寄予厚望的新興市場出口成交也下滑
，其中對東盟、中東、金磚四國成交降幅分別為
7.9%、5.7%、0.7%，劉建軍分析，這主要是由於歐美
發達國家的經濟危機正波及新興經濟體，特別是歐美
推出的量化寬鬆政策，使新興經濟體輸入通脹嚴重，

拖累經濟增長。
具體到出口商品，引人關注的是機電產品出口下

降11.6%。由於機電產品佔中國出口商品近六成，也
是中國出口最具競爭力的商品，廣交會上機電產品的
不佳表現為外貿出口帶來巨大隱憂。

對日成交額大減36.6%
此外，勞動密集型企業競爭優勢不再，紡織服裝

成交下降15.5%，箱包、紡織品、電動及布絨玩具下
降20%，而皮革製品、絲綢服裝更深度下跌40%。

出口訂單構成中，中短期訂單趨勢持續並有所擴
大，其中6個月以內訂單佔比達86.6%，增加了0.3個

百分點。
中日經貿關係受釣魚島事件的負面影響在廣交會

就有直觀反映，到會日本採購商下降 19.21%，成交
額則大幅下滑36.6%。劉建軍表示，這個結果表明因
日本 「購島」鬧劇傷害中日關係正影響兩國經貿往
來。

本屆廣交會出口成交及採購商現雙下滑，劉建軍
說這符合當前國際形勢現狀，廣交會成為時下國際貿
易的一個縮影，並預示着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中國
外貿總體環境依然嚴峻，特別是不看好第四季度外貿
增長數字，中國外貿全年保10%增長任務非常艱巨。
不過，他對中國保持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抱有信心。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消息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四日晚乘專機抵達萬
象，出席第九屆亞歐首腦會議並對老撾進
行正式訪問。

老撾總理通辛和中國駐老撾大使布建
國等到機場迎接。通辛在機場為溫家寶舉
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

按照日程安排，溫家寶將出席亞歐會
議擴員儀式、第九屆亞歐首腦會議開幕式
、第一次、第二次領導人會議等。與會期
間，溫家寶還將闡述中方對世界經濟金融
形勢以及中國當前經濟形勢的看法和主張
、關於亞歐合作促進世界經濟穩定增長的
建議，並提出中方關於促進亞歐合作的有
關倡議。此外，與會期間溫家寶還將會見
一些與會國家領導人，就雙邊關係以及亞
歐合作等問題交換意見。

本次亞歐首腦會議的主題是 「和平摯
友，繁榮夥伴」，主要任務是如何在當前
形勢下加強亞歐各領域合作，促進經濟復

蘇，共同應對挑戰。
會議將主要討論經濟和金融形勢、亞

歐社會文化合作、亞歐會議未來發展方向
以及全球性和地區性問題等議題。會議還
將發表《第九屆亞歐首腦會議主席聲明》
和《關於加強和平與發展夥伴關係的萬象
宣言》，內容主要包括加強亞歐經濟金融
領域合作，促進政治對話，推動亞歐社會
文化交流以及亞歐會議未來發展方向。

此次會議的一個亮點是將吸收孟加拉
國、瑞士和挪威三國正式加入，亞歐會議
將擴充至五十一個成員。分析認為，通過
擴員，亞歐會議的地區和國際影響力將得
到進一步增強。

除參加亞歐首腦會議外，溫家寶還將
對老撾進行訪問。溫家寶將會見老撾人民
革命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朱馬利，出
席通辛總理舉行的正式歡迎儀式並舉行會
談，就深化兩國各領域務實合作，以及雙
方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台灣新聞

溫總抵萬象出席亞歐首腦會

內蒙古發現世界級大鈾礦

上海海洋大學蟹文化節暨王寶和杯全國
河蟹大賽四日舉行，來自台灣苗栗，以及上

海、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重慶、河南、山東等
五十五家養殖企業的蟹品種同台角逐獎項。苗栗大閘蟹養殖
戶組成的團隊參賽拿下金蟹獎，手捧獎杯，難掩欣喜。

中央社

【本報訊】深圳市蛇口線和環中線近期發生停運事故，
據南都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悉，地鐵相關部門初步鎖定與乘
客手持的便攜式WiFi造成信號干擾有關。

十一月一日八時十五分至九時三十分，蛇口線多趟列車
暫停運行，每次暫停時間為一到兩分鐘，造成大量乘客被迫
換乘數次，並滯留於車站。深圳地鐵運營方其後發布微博稱
，因不明信號干擾，列車啟動自動防護功能，導致列車無法
高速行駛。為免影響正常運營的列車，部分列車暫停使用。

二日晚，知情人士爆料稱，地鐵方面初步判定 「不明信
號」是乘客手持便攜式WiFi發出的信號。 「無線運營商推
出便攜式WiFi路由器後，很多乘客在乘車的時候使用它上
3G網絡。地鐵技術部門排查原因時發現便攜式WiFi發出的
信號與地鐵自身用於傳送信息的信號相衝突。」他分析道，
「地鐵方面多次測試，開啟便攜式WiFi後，列車收到地面

指令就會超時，列車自動防護就打開，產生緊急制動。但也
不能確定，因此地鐵集團要求無線運營商協助查明原因。」

知情人士表示，地鐵和無線運營商懷疑干擾源並非是普
通的無線路由信號，而是乘客用手機作為熱點（hotspot）所
發射出來的WiFi信號。

深地鐵停運疑因WiFi干擾

九二共識關鍵在互信
蘇起籲各方鞏固延續

丁
守
中
表
態
參
選
台
北
市
長 上世紀九十年代

台軍曾籌劃奪釣島

滬台簽約促水產養殖合作

金蟹獎

▲老撾總理通辛在機場為溫家寶舉行隆重歡迎儀式 新華社

◀廣交會機
電產品出口
出現逾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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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裕勇攝

▲丁守中表示將參選台
北市長，揭開藍營台北
市長選戰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