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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獨是民共接觸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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眨眼間已
到年底，民進
黨兩岸路線轉
型工程依然裹
足不前。民進
黨主席蘇貞昌

在上周成立 「中國事務委員會」時重申
黨的 「台獨」立場不變，不啻是向黨內
外宣告：民進黨無意調整兩岸主張。在
蘇貞昌眼裡，必自認打贏了這一仗：緊
緊抓住黨內兩岸事務的大權，排擠主張
「憲法一中」、 「憲法各表」的 「勁敵

」謝長廷；以 「台獨」神主牌壓制黨內
要求調整兩岸路線的聲浪，顯示自己一
黨之主的霸氣。殊不知，機關算盡反誤
了卿卿性命。民進黨不放棄 「台獨」，
將無法與大陸交流，遑論重登執政舞台
了。蘇貞昌即使掌握一黨權柄，卻再不
能更上一層樓。

回顧這一年來，民進黨不是沒有打
開 「民共交流」大門的機會，尤其是大
陸方面展現了務實靈活的政策。國台辦
主任王毅今年以來就多次強調，只要民
進黨放棄 「台獨」立場，兩黨就可進行
黨際交流。而對民進黨人士，大陸始終
敞開大門，只要支持兩岸關係改善發展
，都願創造條件，讓他們到大陸看一看
、走一走，實際了解大陸的發展進步，
以及大陸對台政策方向。從今年早前民
進黨前發言人羅致政、青壯派立委蕭美
琴、林佳龍，到前新系大老洪奇昌，接
連受邀前往大陸交流參訪，到上月民進
黨中常委謝長廷到訪福建和北京期間，
不僅與大陸智庫舉行座談會，還與大陸
高層人士會面，都體現了大陸的善意和
誠意，亦為民共對話營造了友善氛圍。

然而，面對大陸遞出來的橄欖枝，
民進黨似乎不以為然。今年大選民進黨
再次因 「台獨」立場而敗北，黨內要求
「了解中國、加強交流」的聲音此起彼

伏，蘇貞昌在競選黨魁時也表明要加強
黨內對 「中國政策」的研究，當選後分
別成立了 「中國事務部」和 「中國事務

委員會」。時至今日，民進黨終於承認對大陸認識
不足，願意正視兩岸問題，原本是一個很好的出發
點，但可惜不脫 「台獨」邏輯。儘管黨內有人提議
應稱 「兩岸事務委員會」，以回應大陸的善意，但
最終被否決。謝長廷等黨內重量級人士亦拒絕參加
「中國事務委員會」，使之失去了整合黨內兩岸主

張的意義，而淪為名存實亡的空殼機構。正如島內
輿論所言，蘇貞昌一手好牌，卻落得個輸局。

當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由開創期進入鞏固
深化的新階段，但民進黨竟連站在兩岸交流起點
的勇氣都沒有。看來，民進黨仍未充分意識到
「台獨」立場對黨政治前途的傷害，仍然妄想

四年後可捲土重來。兩岸交流攸關島內經濟
民生建設，一個沒有切實可行的兩岸政策
的政黨是無法獲得選民信任的。不能贏
得選舉，一個政黨的政治生命也就走
到盡頭了。

瀾瀾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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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綜合中新網、中央社蘇澳 28 日消息：
台當局防務部門28日上午首度開放位於蘇澳海軍中正軍
港內的水雷裝配廠，讓外界了解水雷整修作業。管理這處
機密水雷整修所的指揮官，是女性軍官施佳文上尉，彈藥
分庫編配的未爆彈處理小組中，還有一位防爆靚女姜文倩
下士，亮眼外形超吸睛，文化大學舞蹈系畢業後投身軍職
，展現女性從事高風險未爆彈處理、銷毀能力。她於3年
前從文化大學舞蹈系畢業，原本主修芭蕾的她毅然從軍，
現在成為一名專業的未爆彈處理成員。

長相清秀的姜文倩隸屬聯勤蘇澳彈藥分庫未爆彈處理
組，她受訪時說，大學畢業後，想要從事藝術以外的工作
，因此選擇從軍。

學習芭蕾 10 年，舞蹈系畢業後卻轉任高危險的軍職

任務。志願役士兵轉服的姜文倩非常有自身的想法，她指
出，廢彈銷毀作業需要大量的耐力與體力，一開始無法適
應，覺得負擔沉重。不過，在部隊長官、家人支持與自我
調適後，她轉念思考 「凡事盡力而為」，別人可以做到的
工作，她也可以，因此漸漸得到支持與認同。

姜文倩處理過的廢彈包括發射藥銷毀、40 槍榴彈、
縮射彈與訓練彈等。她指出，處理廢彈起初都會有恐懼感
，但只要依據學校所學知識，加上與同袍互相討論， 「相
信自己，就能克服恐懼」。

從主修芭蕾舞蹈，搖身一變成為廢彈處理人員的姜文
倩說，任何工作與職場都有發揮空間，她在閒暇之餘還是
會接觸舞蹈。未來規劃研讀管理相關研究所，充實自身，
希望能變成部隊中 「不可或缺」的一員。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28日電】國台辦28日上
午召開例行記者會。有記者提出，25 日民進黨的一
份民調顯示，台灣有57.1%的民眾認為民進黨和共產
黨可以開展黨對黨的接觸，甚至有人建議兩黨搭建類
似 「國共論壇」的平台。國台辦發言人楊毅回應，民
進黨堅持 「台獨」，主張 「一邊一國」，是妨礙其與
我們進行黨對黨接觸交流的最大障礙。我們的大門始
終是敞開的，解鈴還須繫鈴人，現在關鍵是看民進黨
能否採取有效舉措，拆除他們自己設置的障礙。

「台獨」違背兩岸主流民意
針對民進黨日前成立由黨主席蘇貞昌主導的 「中

國事務部」而非 「大陸事務部」一事楊毅表示，希望
民進黨能夠真正認識到「台獨」主張不利於台海和平穩
定，不利於兩岸關係的改善，也不利於台灣未來的發
展，違背兩岸主流民意，是沒有前途，沒有出路的。

楊毅說，希望民進黨能夠體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大勢所趨，順應民意趨勢，調整改變 「一邊一國」
的 「台獨」立場，為台海和平、為增進兩岸同胞的福
祉做出應盡的努力。

據中央社報道，民進黨主席蘇貞昌 28 日表示，

「中國」事務事關重大，會和各界多溝通， 「面對
『中國』爭的是千秋萬世，不是急於一時」。

陳菊欲再登陸須依規辦理
至於民進黨智庫建議台灣當局參考港澳模式建設

金門媽祖地區並在該地區實行雙元貨幣並存、交通工
具互駛等政策的消息，楊毅評價，凡是有利於增進兩
岸同胞利益的事，我們都持積極態度。如果民進黨真
的為台灣同胞利益想，就應當停止干擾破壞兩岸交
流合作，調整、改變 「一邊一國」的 「台獨」立場，
為台海和平、為兩岸關係發展做出應盡的努力。

針對高雄市市長陳菊有意於明年訪問大陸一事，
楊毅說，我們希望高雄市按照亞太城市高峰會的相關
規定和慣例辦事。

2009年5月，為行銷在高雄舉行的第八屆世界運
動會，陳菊曾訪問大陸。有記者問，陳菊日前表示有
意在明年以 「亞太城市高峰會」主辦城市的名義，赴
大陸訪問並遞送邀請函，請問大陸是否同意其再度來
訪？楊毅在答問中作上述表示。

楊毅還駁斥大陸借台商買壹傳媒的傳聞，指出
對於台灣媒體間的併購交易，我們不介入，也不評
論。有關對大陸莫須有的指控，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這也是台灣某些勢力慣用的手法。他並明確，台灣
媒體有關珠海航展宣傳片出現模擬攻擊台灣機場畫
面的報道沒有根據，都是猜測。宣傳片的內容和台
灣沒有關係。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28日電】國台辦新聞發
言人楊毅2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自今年9月1日
起，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深圳等6個
流動人口較多城市，符合條件的非本市戶籍就業人員
和高校在讀大學生可異地申辦往來台灣地區通行證及
簽註。

發布會上，有記者希望證實 「13 個開放赴台個
人遊城市以外的大陸居民，在北京、上海等 6 個城
市就業並符合相關條件的就可申請辦理入台證到台
灣旅遊」的消息，楊毅介紹，大陸公安部門近日出
台了新的便民措施，自今年 9 月 1 日起，在北京、
上海、天津、重慶、廣州、深圳等 6 個流動人口較
多的城市，允許符合條件的非本市戶籍就業人員和
高等院校在讀大學生異地申辦往來台灣地區通行證
及簽註。這將為更多的大陸居民赴台個人遊提供便
利。

按相關規定，在上述6個城市就業的非本市戶籍
人員可憑戶口簿、二代居民身份證、暫（居）住證，
以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出具的在就業地連續一
年以上繳納社會保險的證明；高等院校在讀的非本市
戶籍大學生可持戶口簿、二代居民身份證以及就讀院
校出具的在學證明，向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機構申請
辦理往來台灣地區通行證和簽註。

對於兩岸旅遊市場秩序問題，楊毅表示，兩岸旅
遊市場秩序總的來看是好的，當然也還存在一些不規
範的地方，比如說兩岸旅行社之間互相拖欠團費的情
況，但是據了解情況不算嚴重，不是普遍的現象。

他介紹，大陸旅遊主管部門將會繼續要求大陸相
關的旅行社按照《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團隊組接社合作
合同要點》來簽訂相關的合同，並根據合同約定的時
效來支付團費。對於惡意拖欠團費的行為，將依法、
依規嚴肅處理。

國台辦發言人楊毅28日在例行新聞發
布會上表示，民進黨堅持 「台獨」 ，主張
「一邊一國」 ，是妨礙其與我們進行黨對
黨接觸交流的最大障礙。

6市非戶籍人員可申請赴台個人遊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八日消息：獨立於台灣
本島外的金門縣，今冬缺水嚴重，縣內多個主要水庫
近乎見底，金門居民近日喊出向鄰近的大陸福建省購
水的計劃，但台北方面未有積極回應問題。國台辦發
言人楊毅2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台灣傳媒問詢時稱
，大陸方面高度關注金門缺水一事，並當場表明：
「只要台灣方面同意，福建沿海隨時可以向金門供水

。」
四面環海的金門島，今冬面對近年罕見的水荒，

金門縣自來水廠廠長王登緯介紹，目前金門西半島每
天超抽地下水，每年地下水位下降20公分，已有2口
地下水鹽化而封閉，1口正在鹽化中。他表示，東半
島榮湖水庫只剩110天的水源，如未接上雨季，東半
島金沙鎮將有用水困難。

他說，預估到 2016 年金門每天將缺水 2 萬噸，
「大型海水淡化廠、向大陸買水是主要替代水源，但

海淡廠每年電費新台幣3億多元，電廠也要擴建」，
因此他認為應優先考慮向大陸買水。

「凡是有利於增進兩岸同胞利益的事，我們都持
樂觀的態度！」國台辦發言人楊毅稱，大陸方面十分
關心金門同胞的用水狀況，只要台灣方面同意，福建
沿海隨時可以向金門供水。

據悉，大陸方面已規劃好兩套對金門供水方案，
一條由福建晉江市圍頭村為起點，經海底管線輸送，
直接送達金門田埔縣，另一條由廈門市大嶝島為起點
，將淡水輸往金門營山區，而且每噸原水只賣1元人
民幣（約5元新台幣，下同），楊毅表示，大陸方面
已做好供水準備， 「只待台灣方面點頭應允，即可開
始供水！」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八日消息：國台辦發
言人楊毅 28 日在北京表示，兩岸服務貿易協商不存在
放緩的問題，目前已經進入最後的收尾階段。

在當天的國台辦例行新聞發布會上，楊毅應詢表示
，按照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後續協議商談安排，兩岸
在今年初已就服務貿易協議的商談進程達成共識，並且
一直在積極努力地推動，已經在多方面取得成果。雙方
正在加緊溝通，爭取在年底前盡快完成商談，交由兩會
適時簽署協議。

有記者問，台灣的貨幣管理機構今年9月份已經選
擇由台灣銀行上海分行擔任大陸新台幣清算行，但大陸
方面對在台灣的人民幣業務清算行的遴選工作一直在進
行中，請發言人透露一下這項工作的最新進展。

楊毅回應，據了解，大陸金融主管部門正在抓緊遴
選清算行。我們希望兩岸貨幣管理機構在盡快完成相關
的準備工作後，使兩岸的貨幣清算機制盡早地開始實質
運作。

有記者提及，25 日廈門市醫學會和台灣厚生基金
會以及《中國醫院院長》雜誌社三方簽署合作備忘錄，
將合力建設海峽兩岸醫療產業合作基地，共同推動兩岸
醫療事業的發展。

楊毅回應，這是好事，我們支持兩岸在醫療衛生合
作協議的基礎上加強醫療衛生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本報訊】據台灣 「中廣新聞網」報道，台灣地區
和日本將在 30 日於東京舉行有關釣魚島周邊海域漁業
權的漁業談判預備磋商，據報道，這次磋商將會擱置爭
議，磋商的議題為 「設定台灣漁船的捕撈水域、制定防
止過度捕撈措施」等以保護漁業資源。

漁業談判在 2009 年 2 月以來中斷至今，這次預備
磋商將成為時隔3年零9個月再度重啟談判的行動之一
。據指出，這次漁業談判預備磋商，重點將是青花魚等
漁業資源的管理。

據了解，受日本眾院選舉影響，正式的漁業談判或
於明年啟動。

報道說，日本和中國因為釣魚島問題陷入對立，中
國大陸呼籲台灣聯手對日，而日本政府為制約兩岸合作
希望通過漁業談判拉攏台灣。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八日報道：台灣經濟研究院
27 日召開臨時董事會，通過董事長辜松請辭案，並
一致推選前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為新任台經院董事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以下稱台經院）是台灣第一家由
民間設立之獨立學術研究機構。創立於 1976 年，創辦
人辜振甫也曾是第一任海基會董事長。

台經院擁有一支龐大專才隊伍，針對島內各項重要
產經問題，隨時結合相關學者專家組成研究小組進行分
析，並及時向當局、企業及學術界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
對策，促進台灣經濟發展。在產經學界具重要地位。

27 日的臨時董事會，也通過董事遞補案，由台灣
「中央銀行副總裁」楊金龍遞補前董事台灣 「央行」總

裁彭淮南遺缺；另為強化董事會陣容，增補2席董事，
分別為現任台壽保董事長朱炳昱及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林建甫。臨時董事會為表彰辜松任職董事長期間，積
極帶領台經院發展對島內外經濟、產業研究，以及國際
學術機構交流合作，也一致推舉辜濂松為台經院榮譽董
事長。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八日報道：綽號 「冬瓜標
」的台中籍立委顏清標，被控於 1999 年擔任台中縣議
長期間，喝花酒報公帳 1800 多萬元（新台幣，下同）
而惹上的官司。經過 10 多年的纏訟後，台灣最高法院
28 日最終裁決，維持其 「公務員利用職務詐取財物」
罪名成立，顏清標及同案另一被告台中市議長張清堂，
同被判入獄3年6個月、褫奪公權3年，全案定讞。

據悉，顏清標、張清堂、蔡文雄因在 1999 年擔任
台中縣議長和副議長期間，喝花酒報公帳 1800 餘萬元
，經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第四次更審，論以共同連續
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牽連犯刑法登載
不實公文書）罪，顏、張各處有期徒刑3年6月，褫奪
公權3年。

而同案的蔡文雄，案發時任台中縣議會主秘，被控
犯二個貪污罪，分處有期徒刑3年，褫奪公權2年，及
有期徒刑5年（此部分尚牽連犯違反商業會計法罪），
褫奪公權 4 年，應執行有期徒刑 6 年 6 月，褫奪公權 4
年。

現年 52 歲的顏清標，被認為是從黑道闖入政壇的
傳奇人物，今年立委選舉代表無黨團結聯盟成功進入議
會。最高法院已通知檢察署，展開防逃機制，但由於顏
清標目前仍具立委資格，且 「立法院」仍在開議期間，
顏清標何時入監服刑，須視 「立法院」的態度。

顏清標公款喝花酒判囚3年半

兩岸服務貿易協商收尾

金門冬旱盼引大陸水
國台辦：隨時可提供

傳台日漁業預備磋商明舉行

江丙坤接掌台灣經濟研究院
▲島內明道大學參加國際發明展榮獲1金1銀，28日舉行記者會，由學生們展示運用金牌作品 「可顯現
圖像之薄膜太陽能電池及製程」 所製成的各項產品 中央社

▲姜文倩從舞蹈系畢業後毅然從軍 中央社

▶台灣農委
會台南農改
場 28 日推
出以當地生
產的玉米粉
取代部分麵
粉製成的糕
點製品，盼
提高糧食自
給率

中央社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楊毅希望民進黨放棄 「台獨」
，掃除民共交流的阻礙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