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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十五日消息：中國國
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18日將訪問大陸，分別參加在
福建舉辦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及在廣東梅州舉辦
的客家文化藝術節。

連戰吳伯雄致電習近平胡錦濤
中共第 5 代領導班子組建完成，習近平接任中

共總書記。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連戰分別致電
卸任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接任的中共總書記習近

平。胡錦濤、習近平也分別覆電。
吳伯雄致賀習近平，期盼兩岸進一步良性互動

、善意對待，兩岸關係的亮麗未來，必可預期，也
將提升兩岸的共同福祉。

吳伯雄致電給胡錦濤，提及與胡錦濤進行的 5
次國共高層對話，不斷累積善意互信，持續鞏固兩
岸和平，逐步提升共同發展。

習近平、胡錦濤分別覆電，盼吳伯雄繼續為推
動兩岸和平發展貢獻力量。

親近吳伯雄人士表示，吳伯雄18日出訪大陸，
這是中共十八大新領導人上任後，國民黨第一個訪
問大陸的團。

吳伯雄此行，除參加客屬懇親大會外，也將回
到福建永定祭祖。吳伯雄的夫人戴美玉是廣東梅州
蕉嶺人，也將首次前往祭祖。

親近吳伯雄人士說，吳伯雄在2000年參加福建
舉辦的客家活動，當時福建省委書記正是新任中共
總書記習近平，吳伯雄當年就與習近平相識。

吳伯雄此行率團訪問福建，相關人士說，籌辦
單位相當重視，專程派人來台與吳伯雄會面，隨後
籌辦單位也派人前往北京向習近平報告，顯示習近
平相當重視吳伯雄此行。

吳伯雄周日登陸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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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相當關注，畢竟這攸關兩岸關係
的未來發展以及台灣社會的民生、經
濟建設。馬英九昨天即致賀電給新任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盼兩岸強化互信
、真誠合作。習近平也回覆道，期望
兩黨深化互信，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不斷取得新成果。這是中共領導層
換屆後兩岸高層首次 「通電」，卻已
頗有默契：雙方均認為應進一步加強
互信。這些年兩岸關係取得的每一項
成果都是建立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
上，倘若缺乏政治互信，兩岸關係寸
步難行。未來兩岸也須逐步開啟政治
對話，否則難以突破兩岸關係發展的
瓶頸。

中共領導層交接，但大陸對台政
策的大方針和基本原則具有連續性和
一貫性，過去60多年來 「三不變」：
和平統一的主調不變；反對 「台獨」
的主張不變；以人為本的理念不變。
相信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一屆領導
層也會秉持這些原則。不過，隨着國
內外形勢風雲變幻和領導人的從政經
驗不同，大陸對台政策也會適時調整。

在中共歷屆領導人之中，習近平
是少有的在出任中共總書記前就與台
灣方面頗有淵源的領導人。習近平曾
在福建省有17年的工作經驗，擔任過
福建省省長、福州市委書記、廈門市
副市長等職。福建與台灣僅一水之隔
，是兩岸經貿合作的前沿區域和大陸
對台政策的實驗區，使習近平積累了
不少處理對台事務的經驗，尤其為跨

海打拚的台商解決了一系列難題，在當地台商中樹
立了很好的口碑。習近平還接待過台灣政壇的知名
人士，包括2000年回福建永定祭祖的國民黨副主席
吳伯雄、2005年應邀到訪杭州的兩岸共同市場基金
會董事長蕭萬長、2010年在海南參加博鰲論壇的兩
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錢復。

由於習近平在地方任職時就常與來自台灣的政
界和商界人士交流，對島內政治生態和營商環境早
有了解，島內媒體稱他是 「知台派」。台灣輿論界
、政商界對習近平的正面評價和良好印象，有助於
提升兩岸互信。而習近平在成為中共第一把手之前
所累積的對台工作經驗，也有利於他制訂務實的兩
岸政策。

昨天習近平在會見中外記者時表示，黨領導人
民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我們決不會躺在
過去的功勞簿上。在兩岸關係方面，過去十年，
「胡連會」開啟了國共兩黨交流新局，兩岸兩會

簽署了包括ECFA在內的18項協議；未來十年，
兩岸協商能否從經濟領域轉向政治層面，中
共能否在 「九二共識」的前提下與民進
黨展開對話，都將考驗習近平的政治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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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一中全會15日選出
習近平為總書記，中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
第一時間致發賀電，向習近平總書記表達
祝賀之意；同時，也發電文向卸任的胡錦
濤先生致意。隨後，即接獲習近平及胡錦
濤的回電，向馬英九表達謝意。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十五日報道：馬
英九向習近平發出的賀電指出，台海兩岸在國共兩黨
堅持在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共同努力，業已達到60
年來空前的和平穩定。值此貴黨繼往開來之際，期待
貴我兩黨在既有良好基礎上，繼續促成兩岸雙方在擴
大深化交流及互設機構等重大事務上，創造更多和平
紅利。

馬英九向胡錦濤發電文致意
馬英九同時又向卸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先生發電文

致意，馬英九表示，回顧過去10年來，國共兩黨堅持
「九二共識」維持了台海的基本穩定。2005年開始了

歷史轉折，尤其在2008年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重新執政
後，兩岸兩會恢復中斷近10年的制度性協商，迄今已
簽訂18項協議、達成2項共識，台海地區達到60年來
最和平穩定的狀態，其中有先生（胡錦濤）不可磨滅
的重大貢獻。

馬英九並表示，展望未來，中華民族復興大業方
興未艾，仍有待兩岸人民繼續努力，期望先生仍能持
續貢獻智慧，為兩岸和平發展再留佳績。

隨後，馬英九分別接獲習近平及胡錦濤的回電，
並獲二人表達謝意。習近平在回電中表示，當前兩岸
關係呈現和平發展的良好局面。由衷期望貴我兩黨把
握歷史機遇，深化互信，築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
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基礎，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不斷取得新成果，共同開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

胡錦濤在回電中表示，近年來，在貴我兩黨共同
努力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一系列重要積極成果
。誠摯希望貴我兩黨再接再厲，加強合作，進一步鞏
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面，為兩岸同胞謀福祉，
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兩岸經貿談判將按計劃進行
中共十八大落幕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第五

代領導班子組建完成，台灣經濟部長施顏祥表示，就
目前得到的訊息，研判對兩岸經貿談判進度應不至於
會有影響。

施顏祥15日透露，目前內部正準備召開會議，並
計劃邀專家共同研究，在十八大落幕及大陸領導團隊
調整後，大陸經貿政策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施顏祥強調，由於兩岸經貿關係密切，大陸任何
政策的改變都將影響台灣，因此未來需密切注意。但
他也重申，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後續協
議，像兩岸服務貿易、貨品貿易談判目標完成的期程
依舊未變。換言之，經濟部目前依舊目標在年底前談
完兩岸服務貿易，明年底前完成貨品貿易談判。

馬英九發賀電馬英九發賀電 期再創和平紅利期再創和平紅利

習近平冀兩岸深化互信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十五日消息：民進黨
主席蘇貞昌15日說，中共新領導核心出爐，到了討
論民進黨 「中國事務委員會」的時候，他將在中常
會提案討論設立。

謝系建議蘇兼任主管
民進黨在2012年大選敗選後，黨內聚焦兩岸路

線。蘇貞昌競選黨主席時，承諾恢復設立「中國事務
部」，並設立 「中國事務委員會」。

對於主委人選與組織運作，蘇貞昌則表示要交
由中常會討論。日前訪問大陸的前 「行政院長」謝
長廷，被視為擔任主委的熱門人選，但謝長廷辦公
室說，尊重黨主席職權。謝系的民進黨立委李應元
則建議，蘇貞昌兼任 「中國事務委員會」，是適合
的人選。

李應元說，這個時間點討論成立 「中國事務委
員會」，時機很好，希望委員會替民進黨找出因應
2016年大選的兩岸政策。

民進黨中執委洪智坤說，主委人選最好具有政
治實務，將民進黨主張轉變為行動方案；不一定要
是呼聲很高的謝長廷，前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很適
合。

洪智坤說，希望學者、台商、陸生等，都能納
入委員會諮詢的對象。

民進黨籍台北市議員梁文傑說，過去民進黨碰
到 「中國議題」，黨內會被少數人的言論拖着走，
未來應該由 「中國事務委員會」來定調。

對於中共18大閉幕，蔡英文透過辦公室發布新
聞稿指出，期待 「中國當局」能積極回應人民的訴
求，認真推動民主化；並與台灣一起努力維持兩岸
關係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蘇貞昌籲討論設立中國事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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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央社消息，低調、話少、願
傾聽，這是不少福建 「老台商」 對中共新領導
人習近平的印象。

前中華汽車總經理蘇慶陽在1997年接下集
團總經理棒子。他回憶，台灣中華汽車股份有
限公司與福建省汽車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在1995
年創立東南汽車， 「我們真的有困難才會去找
他（習近平），他會交代人過來幫忙」 。

幫台商解難題辦實事
蘇慶陽說，登陸之初，集團面臨缺電、缺

水、缺基礎建設難題；用地部分，則面臨土地
變更問題。例如，當初預定建設工廠的用地原
是福建的 「菜籃子」 ，要把肥沃良田農地變更

為工業區， 「需要上面的人支持」 。他說，時
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幫不少台商 「發
話」 、 「拍板」 ，派人協調解決水力、電力供
應問題，也協助變更土地項目。

蘇慶陽回憶，習近平為人務實、不多話，
平易近人且沒有官架子， 「願意傾聽」 則是鮮
明的辦事風格。

「他會聽你講，覺得合理他就會去做，不
會跟你講得天花亂墜」 。不過，蘇慶陽說，習
近平也非 「你隨便講他就會聽」 。他舉例，當
時中華汽車計劃擴建，需要更多政策支持。
「他（習）會去調研，有疑問就會問你問題
，例如為什麼要用那麼多電？」 「你要回答
，告訴他計劃，他覺得合理，就交代下面去

辦。」
蘇慶陽認為，台灣經驗成功融合與日本、

美國合作的數十年經驗，才有如今的成績；中
共新一代領導人必須知台，才能友台。他強調
，透過長期合作與交往，大陸官方逐漸了解台
灣優勢以及如何與大陸互補， 「他（習）應該
最清楚」 。

與習近平有過接觸的福建人士透露，在福
建期間，他引進台資力度大，在他任上，大陸
第一座台商會館 「廈門台商會館」 竣工招商。
而他任福建省委副書記時分管農村工作，大力
發展外向型農業，主動吸收海外和台灣的農業
先進技術、信息、資金發展，當時也有不少台
灣茶農移往福建開闢茶園。

福建台商讚習近平低調務實

▲中共十八屆一中
全會選舉習近平為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圖為2010年4月
10日習近平在海南
會見前來參加 「博
鰲亞洲論壇 2010
年年會」 的台灣兩
岸共同市場基金會
最高顧問錢復一
行 中新社

▶李克強入選新一
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圖為 2012 年 4
月 1日，國務院副
總理李克強在海南
省博鰲會見台灣兩
岸共同市場基金會
最高顧問吳敦義

中新社

▲習近平在福建任職期間，大陸首座台
商會館竣工招商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