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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16日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發
言人楊毅強調，兩岸政治議題客觀存在，遲
早要面對，所以雙方應當共同努力，為今後
破解這些政治難題創造條件，積累共識。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六日電】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六日電】面對台灣記
者 「接下來大陸會否推出惠台措施？」的提問，楊
毅今天在發布會上表示，大陸將一如既往，繼續本
着兩岸一家人的立場，充分體諒、照顧台灣民眾的
關切，盡可能照顧台灣中小企業、傳統產業、基層
民眾，特別是台灣中南部民眾的實際利益。

中共剛完成領導人的換屆，到場採訪的台灣記
者焦點都集中在未來大陸對台政策的走向上。楊毅
明確指出，落實兩岸經濟合作框架（ECFA）協議
，商簽後續的協議，逐步減少並消除兩岸間的貿易
和投資障礙，創造一個公平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實
現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制度化、自由化，這符合
WTO 的規範，有利於促進兩岸經濟合作和互利雙
贏，大陸將一如既往，本着兩岸一家人的立場，充
分體諒、照顧台灣民眾的關切，盡可能照顧台灣中
小企業、傳統產業、基層民眾，特別是中南部民眾
的實際利益。

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十八大期間談到兩岸經濟發

展時，提到 「同屬 WTO 成員，台灣應給予大陸基
本的優惠條件」、 「陸資赴台對雙方都是好事」。
對此，楊毅表示，經濟合作總的原則應該是互利雙
贏。在兩岸經濟合作中，我們也會盡量照顧台灣的
中小企業、傳統產業和基層民眾的利益。沒有別的
原因，因為兩岸是一家人。

盡量為兩岸往來提供便利
台灣記者提問，最近台灣的民眾到很多地方都

已經免簽或簽證不用錢。但是台胞證加簽需要 600
元人民幣，所以一直有呼籲台胞證加簽的收費減免
一點，甚至免費，台辦有什麼看法？

楊毅回應，這幾年大陸方面在方便台灣同胞往
來兩岸的相關手續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簡化手
續、降低費用都已經做了很多事情。今後還會繼續
朝這個方向努力，盡量為兩岸同胞的往來提供便利
。 「你說的都是我們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和要做的
工作。」

惠台措施更多關照中南部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六日電】為紀念 「九二共識」
達成20周年，11月26日下午，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
、海協會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九二共識」20周年座談會，
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民主黨派、社會團體、涉台研究機構
的相關人員以及部分海協會在京理事將出席座談會。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楊毅（見下圖）透露，屆時中共中央
台辦主任王毅、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將發表講話，回顧 「九二
共識」達成的歷史過程，闡述 「九二共識」對於推動兩岸協
商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意義。

他指出，十八大首次將 「九二共識」納入黨代會的報告
，明確指出 「兩岸雙方應恪守反對 『台獨』、堅持 『九二共
識』的共同立場，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大
陸方面希望兩岸雙方共同努力，持續增進兩岸政治互信，鞏
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不斷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新局面。

楊毅又證實，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將於本月下旬，到
福建省三明市和廣東省梅州市出席世界客屬懇親會和世界客
家文化藝術節。由於這是中共領導人換屆後，首次有國民黨
高層訪陸，故吳伯雄今次的行程安排，備受注目。另一方面
，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下月將以海研中心主任的身份到台灣
參加一個研討會，至於國台辦主任王毅，現階段暫無赴台灣
安排的規劃。

紀念九二共識20周年
台辦26日舉行座談會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六日電】對於有意見認為，台
灣的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已遠遠落後於兩岸關係發展，楊
毅16日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台灣方面確實有必要與時俱
進，修改調整一些不合時宜的政策和規定，以適應兩岸大交
流、大合作的需要。

其中一個方面是關於兩岸新聞媒體常駐進展的問題。楊
毅表示，兩岸媒體互設常駐機構是媒體進行新聞採訪的正常
要求，有關議題也是兩岸各領域交流中最早提出來的，但台
灣有關方面時至今日仍對兩岸媒體的呼籲置若罔聞，仍在設
置不切實際的人為障礙，希望台灣有關方面體認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新形勢，傾聽兩岸媒體的呼聲，不要再給兩岸新聞
交流人為地設置不切實際的障礙，使兩岸媒體常駐這件事能
夠早日實現。

對於台灣記者提出，陸委會認為大陸封鎖台灣的新聞網
站才是問題癥結所在。大陸方面是否考慮解禁台灣像中時電
子報或聯合新聞網等一些新聞網站，以營造更有利於兩岸新
聞交流的環境？楊毅說，你提的這個問題，用的一些動詞都
不準確。實際上大陸對互聯網是開放的，實行依法管理。我
們反對利用互聯網傳播違反國家政策的信息，希望有關境外
網站客觀地報道大陸情況。

楊毅又談到海協會和海基會互設辦事機構的問題。他表
示，有利於更加及時、便利地處理兩岸交往中產生的具體問
題，服務和維護兩岸同胞權益。我們希望雙方盡速完成相關
的各自的研究和規劃，早日就此達成共識。至於兩會互設
辦事機構的具體安排，可以在今後雙方交換意見時來進行
討論。

楊毅籲台對陸媒鬆綁

楊毅說，中共十八大報告充分肯定過去五年對台
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提出了今後一個時期對台工作
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要求，體現了我們黨對台工作大政
方針的連續性和與時俱進，包含着繼續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總體思路、主要任務和一系列政策主張。

貫徹對台重大決策部署
楊毅強調，國台辦將全面貫徹十八大關於對台工

作的重大決策部署，堅持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牢牢把
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全面貫徹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重要思想，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
經濟、文化、社會基礎，繼續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至於十八大報告中 「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
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的提法，
是否意味兩岸將開啟政治談判？楊毅表示，十八大報
告對有關議題做了全面的闡述，包括雙方共同努力，
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
合情合理的安排，包括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
制，穩定台海局勢，包括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
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前景。這既體現了大陸創造
條件、逐步解決兩岸間存在的歷史遺留問題、發展中
出現的新問題的務實態度，也是對台灣各方面普遍關
心問題的一個積極的回應。

兩岸交流擴至文教領域
至於兩岸關係發展 「先經後政」的政策會否調整

，楊毅表示，大陸將繼續按照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
基本思路，進一步加強兩岸經濟合作，擴大兩岸文化
、教育等領域的交流；同時，着眼未來，不斷為破解
兩岸政治、軍事等方面的難題積累共識，創造條件。

有台灣記者提出，國民黨主席馬英九 15 日致電祝
賀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未來國共之間的交流會不會進
一步擴大？民共之間的交流會不會加強？

楊毅指出，這些年來，國共兩黨通過國共平台，
為增進兩岸同胞的福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
力地促進了兩岸交流合作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陸
希望也相信國共平台今後將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繼續發揮重要而獨特的作用。

民進黨不棄「台獨」難交往
他續指出， 「在民進黨沒有改變 『一邊一國』的

『台獨』立場之前，我們不會和民進黨進行黨對黨的
接觸交往。同時，我們歡迎民進黨人士以適當的身份
來大陸交流訪問。」

對有學者建議民進黨將 「中國事務委員會」改名
為 「大陸事務委員會」，從而推動民共交流。楊毅說
，我們注意到，民進黨內的有識之士就調整相關名稱
問題提出了意見和建議，我們認為這是務實的，也是
有益的。

漸進破解政治難題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六日消息︰台灣開放陸資
赴台投資以來，首宗陸資參股台灣食品業投資案 15
日正式敲定。上海復星集團首席執行長梁信軍 15 日
在台北與維格餅家董事長孫國華簽約，由復星集團投
資3.6億元新台幣，取得維格2成的股權。

梁信軍表示，復星集團未來將動用所有產業、通
路和媒體資源，協助維格餅家在大陸發展。雙方敲定
第一個合作的營業據點就在上海豫園風景區，梁信軍

表示，會盡力協助維格在大陸的第一家旗艦店打響名
聲。

台當局行政效率驚人
梁信軍在簽約儀式後表示，台灣當局的行政效率

讓他出乎意外。由於是陸資投資台灣食品業的首例，
台灣投審會審查時無往例可循，原本預期審批時間要
3到4個月，沒想到，只花不到三分一的時間，投資

案就獲准過關。
梁信軍指出，台灣當局這種積極的態度對於陸資

赴台投資，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會讓陸資更了解台
灣、更願意到台灣投資。

梁信軍表示，維格只是復星集團在台灣投資的第
一家企業，未來肯定會有第二家、第三家，而且會有
越來越多的大陸企業願意到台灣投資。

為兩岸企業合作樹典範
創業已 20 年的維格餅家董事長孫國華表示，受

惠大陸旅客赴台商機，以鳳梨酥起家的維格餅家，今
年以來平均每個月進帳1億元，全年營業額估計可達
12億元，較去年大幅增長逾70%。

孫國華又表示，維格和復星有許多相似之處，首
先兩者都是在 1992 年創立，創業團隊恰巧都是四位
同學，彼此合作無間；都抱有長期永續經營的理念；
都認同中華文化。

孫國華還特別感謝《旺報》主辦的 「創富論壇」
，梁信軍就是到台北參加創富論壇的活動，才發現維
格，並找上他談合作。

出席簽約儀式的中華兩岸連鎖經營協會理事長王
國安則表示，復星與維格的合作案意義重大，就像
「九二共識」確立了兩岸政治關係的平穩發展，
「復星維格」合作模式也為將來的兩岸企業合作樹

立典範。

陸資涉足台食品業首例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16 日證實，連戰的長女連惠心早
前透過代理孕母成功產下3女。連家親朋好友當天都收到了
連家贈送的新生兒滿月油飯，連惠心並以簡訊和親友分享好
消息。

收到油飯的前立委雷倩說，過去從沒有聽過連惠心找代
理孕母的情況，今天收到禮盒相當驚喜，也和連惠心通了簡
訊。連惠心 1995 年嫁給台灣 「青果大王」陳查某的長孫陳
弘元，結婚至今17年膝下猶虛。據台媒報道，連惠心夫婦
後來決定到美國尋求代理孕母的幫助，結果2位代理孕母都
順利受孕，其中1位還懷了雙胞胎，在今年7月以及8月，
共生下3個女兒。 （中通社）

■上海新北聯手吸10萬遊客
台灣女王頭與天燈故鄉新北市15日亮相 「2012上海國

際旅展」。此次新北市整合了知名飯店、伴手禮與旅行相關
業者組成營銷團來滬參展。在上海市副市長趙雯和新北市副
市長侯友宜的共同見證下，上海市旅遊局與新北市觀光旅遊
局簽署了《上海市與新北市旅遊交流合作備忘錄》。

根據《備忘錄》，雙方將鼓勵兩市市民到對方城市觀光
旅遊，並協助對方城市開展觀光宣傳，互相積極推動每年十
萬人次以上遊客赴對方城市及周邊觀光。同時，針對團體旅
遊和個人旅遊項目積極辦理推廣活動等。（本報記者張帆）

■點水樓膺台島小籠包王
台灣蕃薯藤（yam）票

選全台十大人氣小籠包，結
果點水樓打敗世界知名的鼎
泰豐。點水樓老闆陳飛龍
16 日獲獎時謙稱， 「我習
慣吃鼎泰豐」。

今次評比從 10 月 23 日
到11月6日舉行，由網友推
薦 26 家，票選出前 10 名。網
友人氣佔 50%分數，3 名專
業評審試吃佔50%分數。結
果前 10 名依序為台北點水
樓、台北鼎泰豐、宜蘭正好
鮮肉小籠包、台北杭州小
籠湯包、台北明月湯包、
台北盛園絲瓜小籠湯包、
台南上海好味道小籠包、
南投縣埔里鎮小上海阿和
小籠包、台北海草健康館
、台北京鼎樓。 （中央社）

【本報訊】據新華社台北十六日消息︰台灣商業
總會今日在台北發布產業建言書暨大陸台商服務業建
言書，提出212條具體建議，包括呼籲台當局擴大陸
資來台投資服務業的開放範圍、推動兩岸互設文化辦
事處等。

產業建言書分為 12 章，涵蓋金融、觀光餐飲、
文化創意、服務創新、兩岸經貿政策等議題。大陸台
商服務業建言書分為 11 章，就大陸台商在銀行業、
保險業、批發零售等行業的發展提出建議。

建言書提出，目前台灣方面對陸資來台投資已開
放至第三階段，其中服務業共開放148項，開放幅度
僅51%，未來還應盡快鬆綁，擴大投資開放範圍。

台灣商業總會理事長張平沼表示，中共十八大報
告中提出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
一番，說明民眾購買力將大大增強。台商應努力爭取
大陸未來消費內需市場。

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在出席建言書發表記者會時
表示，服務業是台灣的優勢和品牌，若與大陸的資金
、渠道等結合，能產生很大效應。目前兩岸正進行
ECFA後續商談，其中服務貿易部分已列為優先項目
。在全球經濟不景氣下，兩岸應優勢互補、分工合作
，以實現互利共贏。台灣當局統計部門的資料顯示，
2011年服務業在台灣經濟總量中的比重高達68.7%；
在從業人數方面，服務業的比重達58.6%。

台商促擴陸資投資範圍

▲大陸將進一步擴大兩岸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交流。圖為16日在福建武夷山開幕的第六屆海峽兩
岸茶博會上，嘉賓在台灣館參觀。今次展會共設標準展位1183個，參展企業達500多家，採購
商2000多家，應邀參會嘉賓上萬人 新華社

◀復星集團與
台灣維格餅家
15 日在台北正
式簽約，復星
投資新台幣3.6
億元，持有維
格 20%股權，
是為台灣核准
的首件陸資參
股食品業投資
案 中新社

▲台灣商業總會16日發表 「2012產業建言書暨
大陸台商服務業建言書」 ，理事長張平沼（中）
與前來聆聽建言的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左二）
合影 中央社

▲點水樓小籠包榮膺全台
「小籠包王」 。圖為師傅現
場示範19摺小籠包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