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島內人民幣業務可望春節前開辦

探討兩岸政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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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12日召開新聞發布會，發言人范麗青表示，兩岸協商達成和平協議，是兩岸
關係發展的必然前景。由兩岸的學界和民間人士先行探討是一個可行途徑，有利於找出
彼此更多的交集，凝聚更多共識，增進雙方互信，為今後妥善解決問題逐步創造條件。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二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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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兩岸重量
級學者彙聚 「台北
會談」學術研討會
，就兩岸 「強化認
同互信，深化和平
發展」進行了充分

和熱烈的討論。當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已由開創期進入鞏固深化階段，為兩岸
強化認同和增進互信，提供了難得的契
機和良好的氛圍。 「台北會談」順勢而
生，為兩岸學界搭建了百花齊放、百家
爭鳴的交流平台。

兩岸關係中的認同與互信涉及政治
、經濟、文化、社會甚至心理領域和層
面。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原本並無認同
問題，但由於台灣在20世紀上半葉處於
日本殖民統治之中，接着國共對峙超過
半個世紀，不幸的歷史和苦難導致島內
部分民眾對祖國漸覺疏離和產生認同混
亂。所幸 2008 年 5 月國民黨重新上台，
兩岸得以在體現一中內涵的 「九二共識
」的基礎上，恢復了中斷 9 年的兩岸事
務性協商，簽署了包括 ECFA 等 18 項協
議，實現了直航，開放了赴台遊，促進
了兩岸經濟合作制度化。兩岸各界大交
流蓬勃發展，形成了全方位、寬領域、
多層次的格局和形式多樣、內容豐富、
參與廣泛的態勢。兩岸關係已擺脫長期
動盪不安，呈現和平發展嶄新局面，有
助於強化兩岸認同。尤其樂見討論敏感
議題的 「台北會談」在台灣舉行，將使
島內各界更關注兩岸認同問題。

在為期兩天的 「台北會談」中，與
會學者多聚焦兩岸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
。值得關注的是，兩岸學者對這兩個問
題頗有共識。前陸委會主委蘇起重申，
兩岸政治對話可以加快進行，許多非官
方管道的對話有助於雙方互信。台灣淡
江大學教授張五岳表示，政治議題對話
可分多層次、多渠道、多議題進行。中
國文化大學教授邵宗海認為，當前最理
想的是兩岸先行展開沒有 「議題」設置
的政治對話，從而累積互信。可見，台
灣方面的幾位知名學者不僅支持兩岸展
開政治對話，而且贊成 「民間先行」。
大陸學者亦有同感。全國台研會執行副
會長周志懷指出，兩岸互動可 「邊經濟
邊政治」，並逐步形成探討敏感問題的
學術氛圍。

對於文化認同，台灣亞太和平基金會董事長趙春
山表示，民族和文化認同是兩岸之間的重要價值，期
盼通過兩岸文教交流，建立民族和文化認同。上海台
灣研究所所長俞新天強調，文化認同是一切認同的基
礎，有助於拉近兩岸人民的心靈距離。兩位學者的觀
點正正道出了 「兩岸分隔沒分裂」的關鍵所在。兩岸
同胞同屬中華民族，血同緣、書同文、語同聲，中華
文化是兩岸最本質、最天然的聯繫。兩岸今後應加大
文教交流的規模和力度，從而強化兩岸認同。

「台北會談」雖然已經落幕，但兩岸學界討論
敏感議題的風氣不會就此停罷。因為兩岸智庫學者
通過這次活動，對對方的想法和意圖有了更深
刻的了解，在未來的日子將加以思考和探
究，為下一次會談作準備。

瀾瀾觀觀
隔海

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近日接受媒體專訪時首
度回應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的議題，表示大陸方面應
首先提出兩岸和平協議的實質內容。對此，范麗青
說，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維護台海地區的和平
與穩定，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符合中華民族
的整體利益。這是我們多年來的主張，也是兩岸關
係發展的必然前景。

當前重點是ECFA後續協商
范麗青表示，對於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十八大

報告說得很清楚，我們的主要任務是鞏固深化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當
前的重點仍然是推進ECFA的後續協商，深化兩岸經
濟合作，促進兩岸文化交流。至於兩岸之間的政治
分歧，這是客觀存在的，不能視而不見。

11 日落幕的 「台北會談」學術研討會即是兩岸
的學者和智庫之間的一次重要研討與對話，大陸與
台灣的學者就兩岸相互認同、政治對話、軍事互信
等諸多議題進行交流。被問及此次 「台北會談」的
意義，范麗青說， 「台北會談」學術研討會是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進入鞏固深化階段的形勢下，在台灣
舉辦的較大規模的研討會。兩岸學者首次圍繞 「強
化認同互信、深化和平發展」的主題展開交流研討
，這是一個有益的嘗試，也表明了兩岸關係正在不
斷地向前發展。

「台北會談」 具建設性
她評價，兩岸學者在討論中提出了許多富有建

設性的意見和建議，認為雙方應增進政治互信，為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添動力，為政治對話與協商創
造條件，這些都具有積極意義。至於討論中有共識
，也有分歧，這是正常的，恰恰說明了兩岸之間有
必要不斷地加強溝通和交流。我們支持和鼓勵兩岸
學者繼續為解決兩岸關係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問題不
斷凝聚共識，做出自己的貢獻。

有台灣記者問，民進黨政策會副執行長游盈隆
在 「台北會談」中提出大陸應主動宣布終止兩岸敵
對狀態，撤除對台部署的導彈，放棄武力解決兩岸
分歧與爭議，國台辦對此有何評價？

范麗青表示，我們一向都主張兩岸的中國人應

該竭力避免再度出現骨肉同胞兵戎相見，應當在和
平的環境中攜手共創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為此，
我們一直致力於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減輕軍事安全
顧慮，並且提出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
交流，探討建立兩岸的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在這一
進程中，雙方可以討論有關軍事部署的問題。

京倡學界民間先行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二日電】至於台灣文
化部門負責人龍應台希望在大陸各地設立文化辦事
處的想法，國台辦新聞發言人范麗青 12 日回應，兩
岸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蓬勃發展。兩岸互設民間文
化辦事機構，可以為兩岸藝術家和兩岸文化交流活
動來提供服務和幫助，促進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
我們希望雙方盡早就兩岸文化交流與合作等相關議
題來進行協商，達成共識和協議，推動實現兩岸互
設民間文化辦事機構。

她指出，文創產業在兩岸都非常熱門，我們希
望進一步推動發展這個產業，它的發展有利於兩岸
共同弘揚中華文化。

她介紹，為了進一步推動兩岸文化創意產業的
合作發展，以適應兩岸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升
級和兩岸經濟關係不斷深化的需要，首屆 「兩岸文
化創意產業合作論壇」將會於12月18日至20日在浙
江省杭州市舉行。這個論壇由中共中央台辦、國家
發展改革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台灣方面的中華文

化總會、國藝基金會共同支持，由杭州市人民政府
承辦，主題是 「共創兩岸文創產業的未來」，將邀
請兩岸知名企業家和專家學者出席，共同探討兩岸
文創產業的合作內容、途徑和方法。歡迎兩岸的媒
體朋友們屆時前往採訪。

盼民間交流不受干擾
對於有記者提出， 「中歌榜」移師台北只能以

演唱會形式，發言人有何看法？范麗青說，這個活
動是應台北演藝經紀文化交流協會的邀請，由該協
會與北京美都博雅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共同主辦的一
項民間的兩岸文化交流活動。我們希望這樣的演藝
活動不要受到干擾，能夠順利進行，讓台灣的觀眾
和歌迷們能夠欣賞到一場高水平的視聽盛宴。

流行歌曲排行榜獎項 「中歌榜」今年原本打算
移師台北小巨蛋頒獎，但由於台灣綠營人士不滿獎
項分為 「內地」與 「港台」2組競賽，質疑 「矮化」
主權，反對在台灣舉行頒獎典禮，引起關注。

互設文化辦兩岸有共識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十二日消息：中國銀
行台北分行獲授權擔任台灣人民幣業務清算行，消
息傳到島內，再掀人民幣話題熱。

台灣 「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 12 日赴 「立法院
」財政委員會報告年度業務計劃，針對多位立委關
切，彭淮南表示，盼望在農曆春節前，島內銀行能
開辦人民幣業務，未來也不排除將人民幣作為外匯
儲備貨幣。

可借鑒香港經驗
台灣金管會副主委李紀珠表示，已獲悉清算行

「出爐」一事，未來將配合台 「央行」相關作業調
整法規。她還認為，香港經驗可以借鑒。

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 12 日在台北接
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兩岸貨幣清算將帶來金融商機
，例如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商品、保險、避險商品
等，對金融業有非常正面的影響，也會帶動對人民
幣的投資。未來幾年內，島內人民幣存款可能會達
到約新台幣上千億元規模，但不至於對新台幣造成
壓力。

台灣金控公司董事長劉燈城說，樂見中行台北
分行擔當人民幣清算行，接下來台主管機關將開放
本地外匯指定銀行人民幣業務，未來若人民幣回流
機制暢通，台灣發展人民幣市場商機非常大。他樂
觀預計，未來幾年島內人民幣存款即可達到總存款
的十分之一，約人民幣6000億元。

受清算行底定利好消息的刺激，台金融股 12 日
大漲，成為台北股市強勢族群。市場分析人士認為
，未來預估人民幣業務量、金流量都將放大，可
期待人民幣相關業務持續成長，帶動金融業獲利
空間。

近年來，隨着兩岸關係改善、兩岸交流擴大，
人民幣在台灣島內已從禁忌成為熱門話題。金融業
者望穿秋水，陸客樂於刷銀聯卡，島內不少旅遊景
點的商舖、銀行紛紛打出歡迎人民幣的橫幅，而台
灣民眾持有人民幣，也已不是新鮮事。台灣金融界
人士及專家普遍預期，再過幾年，台灣將邁入 「人
人存有人民幣、以人民幣理財」的新時代。

【本報記者張帆上海十二日電】適逢上海台協換
屆和會員大會舉行，正在大陸訪問的海基會董事長林
中森 12 日晚上專程出席大會晚宴，並表示將繼續協
助台商在大陸發展，為他們向大陸政府部門爭取更多
優惠和便利。他表示，上任後如此頻繁來到大陸，只
希望更多了解台商情況，並為他們做好服務。

談到此次登陸，林中森介紹，主要為了回應台商
訴求，在上海、昆山、北京等地很多台商都向他和海
基會反映在大陸子女教育問題，所以這次還專門帶來
台教育部門的常務副部長隨行，切實了解情況。下午
，他參訪了復旦大學，該校就讀研究生、博士生的台
灣學生較為集中，他與學子們交流，了解了他們的學
習狀況。13 日他還將參訪上海台商子弟學校。希望

經過實地了解後，通過兩會的管道，能讓台商子女更
好在大陸就學發展。

對於大陸十八大後兩岸關係，林中森也充滿期待
。作為海基會董事長，他關心最多的還是台商的未來
。在晚上的致辭中，他重申將發揮海基會的作用，為
兩岸的繁榮穩定作出更大貢獻，為大陸台商創造更大
福祉。他說，常常跟台商們比喻，大陸好比台商的婆
家，台灣好比娘家，值此經濟不景氣的大局，期盼娘
家婆家合力扶台商們一把，或者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或者協助他們事業更加精進。

此外，作為在大陸規模最大的台協會之一，上海
市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12日舉行第19次會員大會
，選舉葉惠德為新一屆上海台協會長。

林中森訪滬 關注台商權益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十二日消息：台灣
《天下雜誌》12 日公布針對兩岸 「90 後」的調查指
出，在職場傾向上，大陸學生重視企業發展遠景，
台灣學生更傾向薪資是否更高。競爭力自評方面，
台灣學生自信心較大陸學生低。調查結果顯示，在
就業選擇上，兩岸學生首選皆為外資企業，但在第
二選項，大陸學生偏愛國企，而台灣學生選擇民營
企業。在職場態度上，雖然兩岸學生都非常在乎
「金錢物質報酬」和 「工作是否有更好的發揮空間

」，但大陸學生更看重 「企業發展遠景」，台灣學
生則認為 「薪資是否更高」才是關鍵。

在大陸學生心目中，成功典範前3名為溫家寶、
馬雲、喬布斯；台灣學生選擇的是戴勝益、喬布斯
、張忠謀。大陸學生推崇的當代人物中，政治人物
比例較大，而台灣學生將體育娛樂明星、企業家及
周圍親友列為典範的較多。

兩岸90後擇業觀

陸生重遠景 台生重薪資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十二日消息：謝系子弟兵、台
北市議員阮昭雄12日說，台北市黨部11日舉辦學生辯論後
，他構思與民間團體合作，討論民進黨與大陸交流問題。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 11 日舉辦 「民共交流」青年辯論，
以 「民共交流利大於弊」以及 「民共交流弊大於利」進行辯
論示範賽，結果由 「民共交流利大於弊」隊取得優勝。

阮昭雄說，這場辯論扮演很好的示範，大學生關心這些
議題，後許也會引發一些討論，台灣需要這樣的討論。他希
望黨中央不要喪失黃金時間，在 2014 年選舉前的空檔，尤
其是2013年上半年來討論兩岸問題，是很有意義的。

民進黨台北市黨部主任委員莊瑞雄說，11 日的辯論凸
顯出過去一些沒有被討論到的問題，包括民進黨、共產黨交
流的定義等，相關問題還有待釐清，還可以再深入討論下去
。他說，未來不排除再舉辦類似的辯論會，相關形式也不會
受到拘束，讓各種觀點都可以呈現給黨內參考。

民進黨立委趙天麟在臉書（Facebook）上表示，期待民
進黨中央黨部也能舉辦辯論會，讓各種不同論述都能好好辯
證一番。

民進黨發言人王閔生說，希望透過已經成立的 「中國事
務委員會」平台，互相溝通、討論、說服，以產生黨內共識
，不希望以辯論的方式，讓黨內分成正反兩方，造成激烈的
言辭辯論。

謝系力推兩岸政策辯論

兩岸將協商增春節航班
【本報訊】據中通社十二日報道：還有兩個月就是農曆

新年，兩岸航空運輸需求將大增，大陸海峽兩岸航空運輸交
流委員會主任、民航局台港澳辦公室主任浦照洲等，12日搭
機抵台，將與台灣相關方面協商春節加班機的航點及航班數
等議題。

浦照洲與大陸民航局運輸司副司長劉萬明等多人，當天
中午從北京搭乘班機抵達桃園機場。他們將參加13及14日
舉行的兩岸航空運輸協商，就明年兩岸春節加班機限制的航
點及航班數等方面進行商討，以滿足兩岸人民的需求。據悉
，為滿足明年春節9天連假的旅客需求，台灣6家航空公司
共提出逾100班的加班機需求。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范麗青表示，學界先行探討
兩岸和平協議是可行途徑 中新社

▲去年 「中歌榜」 在北京揭曉，周杰倫獲得年度
港台最受歡迎男歌手獎。 資料圖片

◀台灣《天
下雜誌》12
日公布針對
兩岸 「90 後
（上世紀90
年 代 生 人
）」 的調查
。圖為調查
結果發布記
者會現場。

中新社

▲林中森向新任上海台協會長葉惠德（左）贈送
紀念品 張帆攝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十二日電】國台辦新聞發言人范
麗青 12 日表示，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啟動協商以來，大陸方
面始終秉持互諒互讓、互利共贏的原則，盡最大努力考慮台
灣方面的需求，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迄今為止，大陸對台
市場開發程度已超過或達到WTO承諾。

對於台媒報道的 「兩岸的服務貿易協商已經接近尾聲，
台灣在談判當中獲得的開放幅度將不如港澳」，范麗青回應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協商已經進入了最後階段，雙方已達
到諸多共識，力爭按雙方約定在年底前完成商談，適時由兩
會簽署協議。

有記者問，近日有傳言，大陸十多種農產品將進入台灣
，台中南部的農民對此感到十分擔憂，請問發言人相關消息
是否屬實？

范麗青回應，這確實只是一個傳言，沒有任何根據。長
期以來，大陸方面本着兩岸一家人的情誼，充分考慮台灣的
實際情況，盡量體諒和照顧台灣民眾特別是中南部農民朋友
們的實際利益。這是大陸方面的一貫立場。

大陸對台市場開放程度合理


